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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1月 18日，素有“中国市场风向标”、“中国经济
晴雨表”之称的央视广告招标正式开槌竞购。

不负“汇聚力量，成就梦想”的期望，在中国经济阵痛转型

的艰难时期，央视广告招标依然“热度不减，风采依旧”。经过

了 13 个小时的激烈角逐，本次招标最终招标总额达到了
158.8134亿元，比去年增长 16.2377 亿元，增幅 11.39 %，再创
央视招标历史新高，并高于中国经济增速近 50%（前三季度中
国 GDP增速为 7.7%）。

汇源“先发制人”夺“失地”

央视广告招标刚刚拉开帷幕，一记重磅随即抛出：在第一

轮暗标投标的过程中，汇源“先声夺人”“拔得头筹”，以 3.39
亿元独家冠名《星光大道（超级版）》。中国汇源果汁集团党委

书记、常务副总裁赵金林对此“不以为意”，称以 3.39亿投得
《星光大道（超级版）》的独家冠名权与此前预期相差不大。

据悉，今年红得“一塌糊涂”的《中国好声音》的独家冠名

权曾经也是汇源计划的“盘中餐”，汇源 1.99亿元的竞标价
“一步之差”惜败加多宝。赵金林坦言，相对《中国好声音》这样

一个季度性的节目来说，《星光大道（超级版）》是年度“盛事”，

并且知名度、影响力亦不在《中国好声音》之下，以 3.39亿元
拍下《星光大道（超级版）》的独家冠名权，真的是“物超所值”。

（下转第十二版）

今年 10 月，贵州百灵历时约两
年、斥资近 4亿的胶原蛋白保健饮品
“爱透”投放市场。在保健食品的市场

还未站稳，贵州百灵于 2012年 11 月
9日又出公告，宣布收购金圣方肥业
公司，正式投身生物肥料业。

然而，此前声势浩大的宣传以及

耗费巨资的代言似乎并没有让“爱

透”一帆风顺地打入保健食品的市

场，在面市后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

“爱透”胶原蛋白饮品饱受媒体与消

费者等多方质疑。

多元化迷局

记者走访北京市各大商场，印有

“要美丽，喝爱透”广告语的“爱透”胶

原蛋白饮品均有销售。然而标价为每

瓶 10元上下的“爱透”胶原蛋白饮品
似乎并不是大多数消费者的首选。记

者观察发现，选购“爱透”胶原蛋白饮

品的消费者并不多。

随后，记者拨通了贵州百灵行政

部门的联系电话，董事会秘书牛先生

就“爱透”胶原蛋白饮品目前的市场

销售业绩只字不提。而就贵州百灵是

否欲走“多元化”发展道路，牛秘书也

表示，“贵州百灵是传统医药企业，开

发‘爱透’胶原蛋白饮品并非是百灵

走‘多元化’，而是公司提倡的‘大健

康’范畴的一部分。”

医药行业资深研究员周先生认

为，药企走向保健食品市场是乃“自

然趋势”，医药企业大都以保健品行

业作为跨界“首选”，因为医药生产企

业投身保健品行业具有“先天优势”，

但由于保健品行业风险较高，不确定

性较大，对跨界投身保健品行业的药

企仍持“观望”姿态。

贵州百灵前进的步伐似乎并未

因“爱透”不尽如人意的市场表现而

受到影响。百灵“潇洒转身”，大手笔

收购贵州金圣方肥业公司，将其业务

范围扩展到微生物肥料上来。

“百灵每年有近 2万吨的中药残
渣，做垃圾填埋浪费资源，并且费时

费力，而利用这些中药残渣来生产微

生物肥料，不但可以‘变废为宝’、保

护环境，还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

益。”贵州百灵董事会牛秘书向记者

说明公司收购金圣万肥业公司的初

衷。

“与贵州百灵之前进入快消品产

业的选择相比，投身微生物制肥产业

的决策更为明智。”长城战略咨询企

业咨询部马经理表示，利用企业自身

生产而产生的废渣制造微生物肥料

不但可以延伸下游产业链，生产出的

微生物肥料还可以为上游的原材料

种植服务，提高资源利用率，也符合

当下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绿色生态企

业的政策号召。

“一体化”试验

尽管保健食品行业是现如今大

多数药企的“不二之选”，但是“虚假

宣传”的质疑仍令不少药企深陷窘

境。跨界投资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

题，药企投身保健食品行业看似无可

厚非，实则暗藏“玄机”。

“保健食品行业门槛较低，利润

空间较大，加之受国家下调中成药药

价政策的影响，成本上涨，药企欲开

发新的利润增长点，于是纷纷选择了

与药‘同源’且消费量较高、流通较快

的保健食品行业。”上述马经理表示，

尽管药品与食品有“同源性”，但是由

于销售模式、分销渠道的差异，会给

企业主营业务发展带来一定的压力

和负担。加之市场开发、队伍建设的

需要，很可能牵扯企业过多人力、物

力、财力，或致痛失主营业务，往往得

不偿失。

面对诸多的利益诱惑，企业往

往会迷失自己的经营方向，专注主

营业务是企业应该的“本能”。正略

钧策合伙人艾宏图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很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没

有做到足够专注，在没有形成业务

的核心竞争力和优势竞争地位的情

况下寻求“多元化”发展道路，分散

了公司资源，中国企业应做到专注

主营业务。

对于医药企业而言，选择“多元

化”战略往往会分散资金流向，增加

企业的经营风险。相比之下，选择“一

体化”战略可能会减少风险，更利于

企业日后的发展。“相比之下，选择纵

向一体化的道路更加适合医药企

业。”马经理再次表示，“纵向一体化

战略的发展中心仍是主营业务，向上

游延伸可以降低原料成本，向下游延

伸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上下游又可

同时为主业服务，更利于主营业务的

深入发展”。

本报记者 范思绮

百亿巨资拼杀央视招标

本报记者 范思绮

药企不只卖药还卖肥料
贵州百灵进军生物肥料业，与云南白药、广药集团等

合伍形成药企扩张产业链大军

根据央视数据显示，今年参加竞

标企业共 251家，排在前三位的行业
分别是食品饮料、家用电器、金融，增

长较快的行业还有汽车、酒类、旅游

等。大企业大品牌不计其数，新企业新

力量也成蓄势待发之势。

“

11月 19日，继台湾塑化剂事件之后，酒鬼酒被曝检测出
塑化剂含量超标高达 260%，再次引发行业地震。

随即酒鬼酒发布临时停牌公告。公告主要内容为：因媒体

报道了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尚未披露的信息，经公司申请，本

所于 2012 年 11 月 19 日开市起对公司股票 (证券代码：
000799)进行临时停牌，待公司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此前，有媒体在酒鬼酒实际控制人中糖集团的子公司北

京中糖酒类有限公司购买了 438元 /瓶的酒鬼酒，并送上海天
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检测。

检测报告显示，酒鬼酒中的塑化剂 DBP明显超标，超标达
260%。也就意味着，酒鬼酒已经威胁到人体安全。

记者了解到，自酒鬼酒身陷塑化剂丑闻后，市场上已经有

消费者要求退货。在酒鬼酒本土市场、湖南长沙的多家超市，

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到将酒鬼酒下架的通知。《中

国企业报》记者致电酒鬼酒万家红销售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告知酒鬼酒目前并没有出台对应政策。

经过辗转，记者联系上该公司湖南区域负责人。但该负责

人却对记者表示，“我只负责酒鬼酒的另外系列。被曝光的那

个系列的酒鬼酒我不负责。”

随后记者联系酒鬼酒公司董秘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长沙有专门负责解释此事的白总”，但记者给“白总”打电话，

电话却一直无人接听。 （下转第十二版）

塑化剂击中“酒鬼”
上市白酒股价全线下挫

本报记者 陈青松

延伸

本报记者 范思绮

高档中成药价格猛涨 发改委着手调控

11月初，发改委下发了《关于报
送部分中成药成本价格等信息的通

知》，收集中成药价格信息，为中成药

价格评审工作提前做好相应准备。专

家表示，中成药药价再次下调已成定

局。调价在长期来看或已是常态。

广州白云山奇星药业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李光亮坦言感受到

了压力。“生产企业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价格。有关部门从宏观上认为还

有降价空间，实际上就生产企业而

言，降价空间其实已经很小。”李光亮

说，一些微利产品成本价格倒挂的现

象已出现了一段时间，药企的利润空

间快到天花板了。“市场上出现了药

材以次充好的现象，不过一些自身监

管较严格的大型企业还能坚守底

线”。

为了应对利润空间的压缩，李光

亮透露，“公司已调整重点出口市场，

将主要精力放在新兴市场，如越南、

印尼、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土

耳其、南非等国家和地区。”

消费者质疑：降价何在？

自2005年发改委首次下调药价
以来，八年的时间里，药品价格的下

调不下数十次。随着中国医疗体制改

革的不断向前推进，“降低药价、优惠

群众”的呼声也是越来越高。此次计

划降价所涉及的抗肿瘤、免疫和血液

系统类等药品都属于高价位药品，业

内人士坦言，此次降价可以减轻患者

相当一部分的负担。

然而，面对如此“有诚意”的“降

价令”，消费者的反应似乎有些过于

冷静了。“降药价的事听得太多了，可

是真正降下来的就太少了。”正在北

京市朝阳区望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排队就医的李女士如是表达自己冷

静面对“降价令”的原因，“最初听说

要降药价，我们还是很兴奋的，可是

听得多，见得少，心里难免有些失

落。”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像李女士

一样，“从欣喜到平静，从平静再到质

疑”的消费者不在少数，消费者似乎

已经对这样的一个“重大利好”不怎

么“感冒”了。浏览有关“药价下调”的

论坛以及跟帖，网友的反应也是质疑

声居多，大部分网友认为药品降价普

通公众得不到太多实惠。

随后，记者拨通国家发改委新闻

办的电话欲了解关于此次中成药降

价的相关信息，则被告知“相关政策

还未敲定，传闻实属‘捕风捉影’，一

切以国家发改委主页公布信息为

准”。

“降价令”初衷难以落实

“中成药降价，难度较大，主要是

由于近年来生产成本上涨幅度过大

导致的。”深圳某证券研究所研究员

对中成药降价的实施效果略表担忧。

根据2010年中国药材市场统计数据
显示，仅2010年全年，8成中药材涨
价，平均涨幅已达109%，近三成涨幅
过半。其中人们所熟知的冬虫夏草的

价格已经堪比黄金，而太子参、三七、

金银花、党参的涨幅也相继创下历史

新高。

北京市朝阳区一家中药铺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从2009年到2011年，
在这三年的时间里，中药材价格平均

上涨了两倍多。像是三七，现在已经

涨至每公斤600元以上。
中成药企业可谓是“有苦说不

出”，原材料成本上涨给企业的生产

带来了空前的压力，然而面对发改委

的“降价令”又无法“置之不理”。为了

“不做赔本生意”，一些物美价廉的常

用中成药已经下架。

“药品是对价格最敏感的，降价

对药品销售的影响是一定的。”北京

同仁堂商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宣传

办刘主任肯定了“降价令”对药企的

影响，但当记者追问具体销售影响

时，刘主任以“无权接受采访”为由，

拒绝了记者的要求。

“发改委下调中成药价格使得本

就利润有限的中成药企业利润变得更

薄，为了能够控制成本，相当一部分企

业选择了‘规避’降价。将‘降价令’上

的药品下架，或是‘改名换姓’，或是增

减原料，再重新包装上架，以维持利

润。”工信部研究院吴维海表示。

“发改委下调药价，初衷在于压缩

‘灰色利润’空间，从而方便百姓，惠及

群众。”吴维海认为，降价初衷遭到“篡

改”，是“降价令”难以落实的关键。

发改委的初衷是“美好”的，连续

下“降价令”，试图利用政策降低药价，

一次推进医疗制度改革，惠及人民大

众。但是药价虚高的本质不是靠降价

就能解决的。根据调查，中国 90%的药
物都在医院渠道流出，“以药养医”的机

制增加了医药的“成本”，所谓的“灰色

利润”空间是药价虚高的源头。

国务院近日颁布《卫生事业发展

“十二五”规划》，第一次明确指出“引导

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又
强调“加强疾病防控实验室检测网络

系统建设”。有关专家表示，新医改目前

已经进入“攻坚年”，当前政策明确表

态，社会资本允许进入公立医院重组，

加上对实验室建设也提出更高的要

求，医改的重点将从有望从过往注重

医药分离、医药控费的改革，逐步转移

到医药、医检双轨并重的改革路向。

“第三方医学实验室是医疗服务

控费保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可靠

途径”。美国病理执业医师李洪波博士

表示，通过第三方医学实验室可以有

效地规避医院在实验室设备、软件、人

员等方面的高额投资，同时极大地提

高对病症的诊断精准度；对于三甲医

院来说，有些检验项目对设备、人员要

求高，投入大，单家医院由于样本量有

限，投入巨资、装备齐全的实验室又浪

费了大量的医疗资源，第三方医学检

验机构则可以集中承接和外包这些项

目，节省了投入，同时提高专业化水平

和规模效益。

对于“社会资本松绑”，金域检验

董事长梁耀铭表现得很激动。“这是政

策文件首次明确对社会资本参与医疗

体系做‘扶正’表态，令民营医疗机构顿

觉扬眉吐气。当前政策为社会资本参

与公共医疗体系提供支持依据，第三

方医检的扩张步伐将有望进一步加

快，当前行业的复合增长率还将有进

一步提升的空间。”

政策扶正 社会资本松绑

王利博制图

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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