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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竹评论

禽流感的到来，使得金银花事件

更为引人注目。食品饮料行业巨大波

澜欲平又起。

掀起波澜的，却由医药行业引起。

近日，广州药业因用工业硫磺熏制的

山银花杂质制药遭曝光。然而，当人们

还在谈论此事时，负面新闻所涉材料

山银花迅即向食品行业波及，凉茶企

业配料用山银花代替金银花以节省成

本。

监督部门集体失语

因凉茶行业人士曝光称，凉茶业

大量采用山银花代替金银花，实际上

是凉茶行业中通行的惯例。王老吉、加

多宝等凉茶巨头深陷舆论风波。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会长、广东

省食品行业协会会长张俊修证实，目

前市场上存在以山银花来代替金银花

的情况。

《中国企业报》记者对比加多宝、

王老吉、和其正三家凉茶的配料表后

发现，三家凉茶的配料表均为：水、白

砂糖、仙草、鸡蛋花、布渣叶、菊花、金

银花、夏枯草和甘草。

4月 3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人感染

H7N9禽流感诊疗方案。关于“中医药
治疗”方案，参考处方为桑叶、金银花、

连翘等，并未出现“山银花”。

企业是否采用山银花代替金银

花，对于记者的疑问，王老吉等知名凉

茶企业纷纷予以否认。

虽然如此，无情的数据还是证明

了凉茶行业猫腻多多。

数据显示，全国金银花年需求量

为干花 3万吨左右，仅凉茶所需金银
花就在 2.5万吨以上，而真正的金银
花只有 8000吨。而这 8000吨金银花
里面，还要扣除掉很大一部分用于传

统的制药领域。

业内人士曝光、数据证明原材料

缺口悬殊……一系列的事实都指向凉

茶企业有“李鬼”。

记者发现，尽管凉茶企业矢口否

认，公众仍心存疑虑。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事件的持续

发酵，作为负有食品药品监管之责的

当地监管部门，却一言不发，集体失

语。

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致电加

多宝、王老吉所在地的监管部门广东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以及广州质

量技术监督局，均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广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工作人员陈科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该部门只负责食品行业的餐饮环

节和药品行业的监督。

李鬼冒充李逵背后

从年产 600万公斤、占全国金银
花产量近 70%的“中国金银花之乡”平
邑县走出来的全国人大代表、山东九

间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嘉

坤，现任中国经济林协会金银花专业

委员会理事长。

4月 3日，刘嘉坤在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表明，金银花是凉性

的药材，而山银花却恰恰相反，是热性

的药材。

然而，与其它药材不同，金银花和

山银花两者之间往往被“混用”，且后

者往往充当“李鬼”的角色。

调查发现，多种因素致使“李鬼”

在凉茶等食品饮料领域横行。

有业内人士指出，用山银花替代

金银花，根本因素在于能够大幅降低

成本，利益使然。凉茶行业多半用的是

山银花，或者采取金银花和山银花混

用的方式。

在业内一直规矩经营金银花流通

20多年的山东鲁安药业的张玉安总
经理告诉记者：目前山银花干花大约

60—70元/千克，金银花则在 120元/
千克以上，两者相差近一倍。用山银花

替代金银花，原料采购成本就大大降

低了。

据张玉安介绍，山银花花蕾多，产

量高，干花亩产量达 200—300千克，
且易于采摘，不受天气限制，一个劳动

力每天可以摘花 150 斤至 200 斤左
右。相反，金银花花蕾小，花蕾期短，亩

产只有 150—200千克左右。一株金银
花要采摘几次，一个劳动力每天摘花

约 10斤至 20斤左右，一年要采三四
次，农户劳动力投入较大。

凉茶产业地震？

随着山银花代替金银花风波迅速

深入到食品领域，舆论哗然，山银花这

种平素广大公众不曾熟悉的食药材料

立刻曝光在聚光灯下。

那么，随着“山银花事件”的持续

发酵，国内凉茶主要生产企业的销售

有没有受到影响呢？

山东协和展望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陆现军告诉《中国企业报》

记者，此次事件对凉茶企业肯定造成

影响。“在倡导健康消费的今天，凉茶

企业如果以盈利为目的用山银花代替

金银花，这条产业链肯定会断。金银花

与山银花尽管一字之差，然而药理却

相去甚远。两个都含有金银花主要成

分绿原酸，而山银花却含苜蓿草甘成

分甚少，恰恰是苜蓿草甘药理成分起

到了降火作用。”

4月 6日，《中国企业报》记者到
北京一些大型超市、商场调查。在琳琅

满目的食品饮料领域，去年因王老吉

品牌争夺战而异军突起的加多宝在货

架上显得十分醒目。

物美、家乐福超市的凉茶促销员

告诉记者，她们还不清楚加多宝被疑

用山银花代替金银花的事。不过，整体

销售与平时没有太大区别。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多数消费

者对“山银花事件”并不知情。但一位

退休教师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他

已从报上看到这方面的消息。“我比较

了解金银花，知道它的特点是偏凉性，

具有清热解毒功能，是‘下火’的中药

材。因此我本人和家里人平时都比较

爱喝凉茶类饮料消火。这两天我才知

道有企业将山银花这种偏热性的中药

材与偏凉性的金银花混用。”

“如果凉茶饮料用山银花代替金

银花，它们宣传的‘下火’功能最后就

会变成‘上火’，其行为就是对我们广

大消费者的欺诈，监管部门应该严格

调查，如果属实应该狠狠处罚。”这位

退休教师说。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调查

时，近来重磅宣传推广不断、号称“中

国每卖 10罐凉茶，7罐加多宝”的加
多宝表示，“目前销售并没有受到事件

的影响，生产销售一切正常。”王老吉

也称，“销售没有受到影响”。

不过，令人纳闷的是，不知是巧合

还是之前就有营销计划，自“山银花事

件”后，王老吉开始加大促销力度。

目前，广州药业多地正在促销王

老吉饮料，零售价最低每罐仅 2.5元，
较原价降价近四成。而加多宝红罐饮

料零售价为 3.6元至 3.9元。
此外，市场还传来“广药六折甩卖

红罐王老吉，疑资金链断裂”的传闻。

博盖咨询董事总经理高剑锋表

示，由于之前广药准备不足，包括整个

生产供应链的缺失、渠道网络与营销

队伍都需要一定时间，导致王老吉的

全国市场网络在很长时间里基本处于

半空白状态，而加多宝乘机在渠道、零

售终端上替换了王老吉。

广药集团营销中心负责人告诉记

者，该公司产品和资金都没有问题，现

在天气逐渐转热，从行业规律来看，作

为食品饮料重要分支的凉茶目前所做

的是正常的促销活动。

不过，《中国企业报》记者在咨询湖

南一家知名乳品饮料企业北方大区销

售总监王经理时，得到了不同的解答。

“一般而言，食品饮料行业从‘五

一’促销开始，随着气温迅速回升和消

费者的需求提升，逐渐进入销售旺季，

各种促销、打折、让利活动随之展开。”

王经理说，“现在才四月初，无论从理

论还是实践上来讲，此时大幅打折促

销还为时过早。”

有评论认为，山银花不一定会成

为下一个“三聚氰胺”，但山银花肯定

会将传统工艺、传统饮品的质量安全

问题无限放大。

谈到“山银花事件”对茶产业的影

响时，上述王经理认为，从目前来看，

事件对凉茶行业影响不会太大。“不

过，如果凉茶行业确实存在山银花代

替金银花的事，被监督部门查到，凉茶

行业将遭遇一场地震，整体行业将遇

到前所未有的打击。”

乱象如何治理

据中国金银花协会顾问李锦介

绍，2005年 5月中国金银花协会成立

后抓的第一件事便是改变金银花市场

管理无序状况。当时《人民日报》发表

《山银花不是金银花，种植要小心》。但

是这几年山银花泛滥现象日益严重，

既欺骗市场，又欺骗农民，严重影响市

场流通秩序与农林种植结构调整。根

子出在少数企业，更在于政府、医药监

管部门严重失责，该管的不管，政企关

系严重歪曲。

今年两会期间，刘嘉坤提出的便

是关于修改中国药典的议案。他表示，

中国药典已经区分开了金银花和山银

花两个品种，但用山银花做原料的企

业仍然标注着金银花。山银花是热性

的，拿它当金银花去治病的话，就是害

人了。

李锦表示，工商和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应该联合执法才能规范目前

的乱象。广东药监部门对山银花代替

金银花现象监管不力，是导致假金银

花泛滥的重要原因，现在仍然一言不

发，放弃政府监管责任，是严重失职行

为。

王经理建议，“当务之急，凉茶企

业应该自检自查，如果存在山银花代

替金银花事件，哪怕是极少量的掺杂，

也应该立即纠正。对市场上的凉茶进

行调查很有必要。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才是企业和整个行业的长远发展之

道。”

张俊修表示，目前没法从成品中

检测是否有金银花成分，只能靠政府

相关部门加强监督。

山银花事件持续发酵
药监部门集体失语
本报记者 陈青松

（上接第十一版）

解禁后加马生产

一次性发泡餐具之所以多年屡禁

不止，关键的因素是成本和需求。

《中国企业报》记者调查发现，目

前市场上销售的发泡餐具不到一毛

钱，在广东、江浙一带市场上发泡餐

盒的售价更为便宜。相反，聚丙烯餐

具则至少需要 0.5元，有的则需要一

元左右。

在淘宝网上，就有“一次性发泡

餐具”售卖。

业内人士指出，虽然每个餐盒的

纯利润只有四五分钱甚至更低，但由

于较大的市场需求，加上成本廉价，

一家中等规模的发泡餐具厂每年纯

利润可达数百万元。

谈到解禁后的生产计划，深圳鑫

恒塑胶制品厂负责人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介绍，公司目前正在招兵买

马，招聘生产工人，为解禁后的大量

生产做准备。

而东莞市茂盈降解塑料餐具、东莞

市深海塑胶制品等企业则表示，如果解

禁后效益和市场前景可观，会考虑在一

次性发泡餐具产品上加大投入。

虽然一纸禁令让部分生产企业跃

跃欲试，但业内人士认为，解禁后的一

次性发泡产业仍然有疑问。最主要的

方面，一是安全性，二是回收处理。

“解禁不是不可以，但解禁之后

怎么办？标准如何制度？回收如何处

理？回收体系不完善，解禁会不会更

加混乱？如果这些问题还没有弄清楚

就硬要推它，是否操之过急？”董金狮

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此外，发

泡餐具相关的替代品都已生产出来，

而且成为消费主流，现在再解禁走回

头路，是否合适？”

“解禁政策还有二十天生效，国

家相关部门会出台什么配套政策，目

前都是未知数。”董金狮说。

本报评论员 李锦

谁都知道，凉茶企业等用山银花大量代替金银花是事

实。可是相关企业偏偏不承认。能够做出结论并实施监督整

改的是广东食品药品质量监督部门，而广东省食品药品监

督部门偏偏对此事件一言不发，这就使得有关企业否认事

实的勇气更大了，胆更大了。

金银花是个好东西，清热解毒，中国人使用这个药方也

有几百年了。4 月 3 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其官

方网站公布人感染 H7N9 禽流感诊疗方案。关于“中医药治

疗”方案，参考处方为桑叶、金银花、连翘等，并未出现“山银

花”。加多宝、王老吉、和其正三家凉茶的配料表上，三家凉

茶的配料表为：水、白砂糖、仙草、鸡蛋花、布渣叶、菊花、金

银花、夏枯草和甘草，里面也没有“山银花”。

数据告诉我们，全国金银花年需求量为干花 3 万吨左

右，仅凉茶所需金银花就在 2.5 万吨以上，而真正的金银花

只有 8000 吨。而这 8000 吨金银花里面，还要扣除很大一部

分用于传统的制药领域。即使不算制药领域的金银花，也有

一二万多吨的需求由山银花来代替。

据悉，作为负有食品药品监管责任的部门，至今一言不

发，集体失语。本报记者致电广东省食品药品质量监督局，

均没有得到任何明确回复。只有一家食品药品质量监督部

门推说是生产部门的事，而生产部门则始终未有态度。

食品安全无小事。金银花是凉性的药材，而山银花却恰

恰相反，是热性的药材。如果凉茶饮料用山银花代替金银

花，它们宣传的“下火”功能最后就会变成“上火”，其行为就

是对消费者的欺诈。如果拿它当金银花去治病的话，就是害

人了。目前，H7N9 禽流感在流行，是否有山银花当金银花去

治病的，使人不无担心。

对于山银花冒充金银花，我国企业界、医药界、科技界早

已深痛恶绝，口诛笔伐。从 2005年 4 月中国金银花协会成立

后抓的第一件事倒是改变金银花市场管理无序状况。当时

《人民日报》发表蒋高明、李先恩教授写的《山银花不是金银

花，种植要小心》。2011 年 5 月，有 20 多家企业在临沂联名

发表维护金银花市场宣言，笔者是这份宣言的起草人。

但是这几年山银花泛滥现象日益严重，致使山银花在湖

南隆回、重庆秀山等地大规模种植山银花。既欺骗市场，又

欺骗农民，严重影响市场流通秩序与农林种植结构调整。根

子出在少数企业，更在于政府、食品医药监管部门严重失

责，该管的不管，政企关系严重歪曲。

可以这样认为，食品药品质量监督部门对山银花代替金

银花现象监管不力，是导致假金银花泛滥的原因之一，他们

放弃政府监管责任，是严重失职行为。

我们不能不提出，谁来监督食品医药部门的不负责任行

为。事实上，监督者命题是一个法治国家在政治民主化进程

中一个绕不开的“结”。在普通人的眼里，监督是指掌管行使

监督权的人对被监督者实施的一种管理行为，事实上，这只

是监督“硬币”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侧面往往被人们所忽

略。作为监督者，也有被监督的一面，其权力的行使也有相

应要求，即监督者行为是否公平、是否合法，甚至监督者会

不会出现类似于被监督的问题等等。这也应该是“监督中的

一个重要方面”；否则，不仅监督的效率大打折扣，而且也容

易滋生监督的盲点和真空。

谁来监督监督者，首先是监督者自身。主动接受监督不

仅体现了对普通公众的一种基本尊重，更是加强自身建设

的需要，理应成为自身工作的常态。

对于民主法治社会而言，权力监督应当主要体现为人民

监督，事实上，也只有依靠人民监督，“有权必有责、用权受

监督、违法要追究”的监督机制才能够真正落到实处。从这

个意义上说，人民群众才是监督者的镜子。群众的怀疑已经

很多了，为什么上级食品药品监督部门对金银花事件一言

不发，是否有什么“猫腻”，有什么不可以告诉别人的东西。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这样写道：“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

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意放弃权力是

滥用权力的一种。管理王老吉、加多宝凉茶的上级食品药品

监督部门对金银花事件一言不发，是否有放弃权力、滥用权

力的嫌疑，值得思考。

预防、遏制食品药品市场不公正乃至腐败现象，还在于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金银花

协会会长刘嘉坤为此做了十年努力。今年两会期间，刘嘉坤

提出的便是关于修改中国药典的方案。他表示，中国药典已

经分开了金银花和山银花两个品种，但用山银花做原料的

企业仍然标注着金银花，他的呼吁引起社会广为关注。

我们认为，广东的食品药品质量监督部门对王老吉等企

业用山银花代替金银花事件不能再保持沉默了。只有你们

有权力来检验这些采用金银花的企业，你们的责任便是维

护市场的公平、公正与公开，不能让山银花在食品药品市场

上再泛溢下去了。

（作者系中国金银花协会顾问、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

究员）

谁来监管
食品监督部门

“ 食品安全无小事。金银花是凉性

的药材，而山银花却恰恰相反，是热性

的药材。如果凉茶饮料用山银花代替

金银花，它们宣传的“下火”功能最后

就会变成“上火”，其行为就是对消费

者的欺诈。如果拿它当金银花去治病

的话，就是害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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