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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市场大量充斥着贴牌新西兰奶粉的境

况，Keith 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
作为新西兰的绵羊奶粉品牌布鲁威尔 BlueRiver

创始人，Keith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完全不赞
成这种做法。这不仅损害了新西兰的整体形象，对中

国消费者来说也是一种不负责任。”

Keith 透露，“新西兰政府已经关注到这些，正在
加大措施杜绝此类事件。”

日前，又有网友反映圣元营养食品有限公司代

理经销的“荷兰乳牛”奶粉在其原产地荷兰无迹可

寻，是一款“中国特供奶粉”。记者调查证实，“荷兰乳

牛”国内商标注册时间早于在欧盟注册的时间，且商

标初次申请国为中国 (大陆 )，“荷兰乳牛”疑似假洋
牌。

洋品牌不等于洋奶粉

在一罐消费者向记者提供的“荷兰乳牛”原装进

口婴幼儿奶粉 (3 段 )包装上，记者看到“商标持有
者：荷兰尤尼森有限公司；代理商：圣元营养食品有

限公司”。荷兰乳牛中文官方网站称，“荷兰乳牛品

牌 1990 年进入中国，荷兰乳牛商标属于荷兰尤尼森
有限公司，授权全球食品贸易 (上海 )有限公司在中
国境内使用，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知名品

牌。”

记者在中国商标局网站的显示信息中发现，

2012 年 3 月 6 日，荷兰尤尼森有限公司 (unisono b.
v.)申请了“荷兰乳牛”图形商标(5 类)，初次申请国为
中国 (大陆 )，初次申请编号 10576634,法律状态为申
请注册待核准。

据欧盟商标局网站信息显示，2012 年 8 月 13
日，unisono b.v. (地址 Herengracht 450，Amsterdam NL
1017 CA.)在欧盟申请注册“荷兰乳牛”图形商标 (申
请号 : 011115359)。同日 unisono b.v. 申请注册了
“dutchcow”图形商标(申请号 :011115318 )。而上述商
标并未在卢、比、荷三国经济联盟注册。

荷兰乳牛中文官方网站称，“荷兰乳牛品牌 1990
年进入中国”，按此说法，1990 年前，“荷兰乳牛”商
标应在欧盟或卢、比、荷三国经济联盟注册。但事实

上，2012 年 3 月，荷兰尤尼森有限公司先在中国 (大
陆 )申请注册“荷兰朵”5 类商标 ,5 个月之后，该公司
才在欧盟申请注册“荷兰乳牛”的 5 类、29 类商标，
这与其在中文官网上宣传的似有不符。

多杜撰品牌故事

对于这一问题，进口奶粉行业资深经理人王晨

向记者透露，目前市场上的洋品牌奶粉可以分两大

类，第一种是大型的中国奶制品企业在奶源地找一

些大的第三方加工厂贴牌代工，比如新西兰善腾、瑞

士赫尔达夫、澳大利亚塔图拉等公司；还有一种则是

在国外设立一个空壳公司，或者拉一个当地奶制品

企业合作，然后对外宣称品牌授权或干脆杜撰然后

自编自导品牌故事，再购买大包粉（也称为工业基

粉，用于食品厂做蛋糕等，一袋一袋如同面粉包装一

样，在阿里巴巴就可以看到很多）进口到中国，然后

在保税区里再按照配方搭配其他元素灌装后报关进

口，因为第二种方式成本最低，但最大的问题是保税

区里的小车间几乎不存在无菌车间和密封生产的条

件，所以，很多所谓原装进口洋奶粉吃出虫子或异物

的顾客投诉以及新闻时常会出现在媒体上。

据记者了解，现在，不少企业为了漂白自己的贴

牌洋奶粉身世，直接在境外建一个奶制品加工厂，然

后再编造百年品牌的故事，但产品全部销往中国市

场，例如法国合生元。法国合生元 2010 年被 3·15 网
站曝光后败诉，并被法院裁定只可使用“BIOSTIME
合生元”商标，不可使用“BIOSTIME 法国合生元”。法
国合生元后痛定思痛，斥资数千万欧元在法国控股

一家以生产黄油为主的奶制品公司生产奶粉并全部

销往中国市场，把自己身份漂白。

而荷兰朵（Hollander）则更加聪明，其在荷兰联
系了一家网店进行销售，但据行业熟悉荷兰奶粉市

场的人士介绍，全荷兰只有一家在卖，但这足以证明

这个奶粉是在荷兰本地有销售的，至于能卖出去几

罐则完全没关系，因为它可以正大光明地对外宣传，

这个奶粉就是国外孩子吃的，现在漂洋过海来给幸

运的国内宝宝们吃。

（下转第二十二版）

胶原蛋白身份模糊多存暴利
本报记者 闻笛

新规严打假“洋奶粉”
或推高进口成本

本报记者 闻笛

即左旋肉碱之后，曾经一度被热

炒的“保健”产品———胶原蛋白也卷入

“无效、骗人”的风波。随着网络上越来

越多专家、学者和社会媒体对胶原蛋

白的功效和生产商的宣传提出质疑，

敏感的股市也迅速对该事件做出回

应，汤臣倍健、贵州百灵、东宝生物、东

方海洋、同仁堂、东阿阿胶等上市公司

股价纷纷出现剧烈波动。

功能遭质疑
多家上市公司被波及

记者在走访时发现，市场上主打

胶原蛋白的产品琳琅满目，从面膜、眼

霜到洁面乳种类繁多，价格也从数十

元到上千元不等。而在网购网站上搜

索，各类胶原蛋白产品更是不下万种。

在这些化妆品和保健产品宣传中，大

多数厂家和经销商都宣传胶原蛋白所

谓的抗衰老功效，很多产品都拥有不

俗的销量。

尽管多家上市公司纷纷对胶原蛋

白骗人的言论进行反驳，但股票市场

上，一些上市公司股价却连续出现波

动。胶原蛋白遭遇炮轰的第一个交易

日当天，贵州百灵大跌 1.98%，盘中一
度跌逾 3.5%; 汤臣倍健大跌 1.922%，
同仁堂大跌 3.31%，东阿阿胶下跌
0.48%，其余的东宝生物、东方海洋则
逆势上涨。在事件持续发酵的一周内，

贵州百灵、东宝生物、汤臣倍健、同仁

堂的股价分别累计跌 3.51%、3.5%、
0.55%、3.31%，而东方海洋累计上涨
0.2%，东阿阿胶累计上涨 0.97%。

面对目前对胶原蛋白的质疑和

资本市场的强烈震动，东方海洋等 5
家 A 股以胶原蛋白概念为主的公司
集体反驳，称质疑没有根据。东方海

洋集团副总于春松接受采访时称，对

胶原蛋白产品的质疑没有根据。公司

的胶原蛋白产品起步较晚，目前年销

售额在 3000 万左右，被公司作为未
来发展重点之一，此次胶原蛋白产品

被舆论质疑，将对公司产生影响，公

司会考虑公开回应此事。此外，东方

海洋证券事务代表在接受《经济之

声》记者采访时表示，产品功效是因

人而异的，公司今年的广告已经全面

铺开，后续的推广和销售计划不会受

到影响。

东宝生物证券事务代表表示，公

司胶原蛋白产品安全可靠，产品都通

过了相关的食品认证，并有专家观点

支持胶原蛋白对人体有益。东宝生物

的董秘刘芳则表示，公司产品“安全可

靠”，不知道对胶原蛋白的质疑依据何

在。胶原蛋白产品是公司未来主要增

长点，公司会继续加大对产品推广的

投入。

利润巨大
引厂家竞相上马

据媒体揭露，之所以这么多企业

对胶原蛋白产品趋之若鹜，是因为其

高额的利润，北大纵横高级医药合伙

人史立臣透露，市场上胶原蛋白产品

功效多为炒作，低成本是这个行业内

公开的秘密，胶原蛋白原料成本约为

80元/公斤，加工成成品后可以卖到
每公斤 1700 元。这意味着胶原蛋白
生产能获得巨额暴利。即便胶原蛋白

产品遭遇了强烈的质疑，因为其高额

回报，诸多生产企业也不会放弃该市

场的扩张步伐，东宝生物称不会因此

质疑的声音而停止 7 月份 1000 吨胶
原蛋白产品的步伐，贵州百灵也称其

公司产品不会受任何影响。

贵州百灵则预测公司胶原蛋白饮

料年销售收入将达 13.8亿元，利润率
32.85%。东方海洋也曾表示：“2012年
公司胶原蛋白产品销售额约为 3000
万元，利润率是很高的，因为使用自己

的原料，公司只需一些技术上的投

入。”

青海明胶事业部总经理王洪敏告

诉记者：胶原蛋白其实并不神秘，“理

论上说，明胶和胶原蛋白是同一类东

西，都是从动物的皮、骨骼、鱼鳞等东

西中提取。”但胶原蛋白的附加值却要

远远高于明胶产品。据记者了解，东宝

生物的“圆素”牌胶原蛋白就是骨胶

原，同仁堂生产的“总统”牌胶原蛋白

质粉，用的则是红鲷鱼的鱼鳞。东阿阿

胶为驴皮胶，主打传统工艺概念。东宝

生物自称原料为牛骨。而东方海洋、贵

州百灵和汤臣倍健的原料则来自鱼

皮，其中贵州百灵自称使用的是“阿拉

斯加海域鳕鱼皮胶原蛋白”、汤臣倍健

自称使用的是“法国进口的深海鱼胶

原蛋白”、东方海洋未做明确说明。根

据东宝生物公司 2011年的年报披露，
明胶产品的毛利率只有 23%，而胶原
蛋白高达 60%。值得注意的是，生产 1
吨胶原蛋白只需要 1.18 吨左右明胶，
转化率高达 85%。4—5万元/吨的明胶
产品经过转化变为胶原蛋白，其价格

就高达十几甚至二十几万元。

记者从 5家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中
查阅到，东阿阿胶的阿胶及系列产品

毛利率达到 71.04%，汤臣倍健粉剂毛
利率达到 54.56%（胶原蛋白粉）、片剂
毛利率达到 71.75%（胶原蛋白片），东
宝生物胶原蛋白系列产品毛利率

32.89%，贵州百灵和东方海洋不详。以
毛利率 54.56%的汤臣倍健胶原蛋白
粉为例，该产品标价为 358元，在产品
标示中注明 3 克每袋的胶原蛋白粉
中，胶原蛋白占 2克。

食品、药品、保健品
胶原蛋白定位模糊

来自日信证券的一份研报称，未

来国内胶原蛋白市场需求的增长速度

不会低于 20%，依据成熟国家的增长
比例，2015年国内胶原蛋白市场将达
到 1000 亿元。东宝生物中研普华
《2011年中国生物胶原蛋白市场分析
及投资趋势研究报告》显示，2011年中
国胶原蛋白消费约 1 万吨，预计到

2015年需求量有望提升到 2万吨。
需求市场持续的增速，使得近年

来胶原蛋白保健品市场逐渐升温，其

“美容靓肤”的宣传理念深入人心，越

来越多企业也加入到这个新兴市场。

东宝生物、贵州百灵、同仁堂、汤臣倍

健等上市公司也加入了生产胶原蛋白

产品的行列。

在采访中发现，这几家公司都提

到了胶原蛋白产品是作为食品生产上

市的，并非药品，甚至都不是保健品，

这和消费者的认识上存在偏差。食品

销售只需要符合卫生安全标准就行，

而保健品则要符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的认证。

东宝生物事务代表表示，“我就

是跟您说，我们的胶原蛋白产品是安

全可靠的，而且有 QS证书，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局有食品安全许可证，都属

于符合标准的产品。有没有效果，这个

说法可能是一开始从‘烧伤超人’微博

上看出来的，它是学术上的争议，我们

也不好说观点是对是错，但是我们合

作的专家都认为，在国外看或者在国

内看，这都是比较有效果的。”

东方海洋事务代表也明确向记

者表示，该公司的胶原蛋白产品定位

是食品而非保健品。而对产品的功

效，东方海洋事务代表说：“这就是个

体差异。因为从我们公司，我接触的

朋友圈，用过的没有任何的不良反

应，而且或多或少都会有效果。毕竟

它不是一个药，他是一个食字号的东

西，我们不能承诺它就能治什么病，

只能算是对人体综合提高免疫力的

食品。”

“涉毒”中药企业亟待以毒攻毒
本报记者 范思绮

百年老字号“同仁堂”自 2012 年
1月以来，旗下产品连续被爆出质量
问题。2013年 5月，健体五补丸、牛黄
千金散和小儿至宝丸等产品相继“中

招”，被指因含有过量朱砂而致重金

属含量超标。

值得一提的是，仅今年 5月份，除
了同仁堂外，云南白药、汉森制药、盈

康制药等同样也被曝其产品“涉毒”。

一时间，中成药产业安全问题成为舆

论关注的热点。

同仁堂产品是否“涉毒”？

同仁堂旗下产品被指“涉毒”，

“罪魁祸首”是其中一味中药———朱

砂。

记者拨通了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的电话，了解其产品质量问

题。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同仁堂产品

只要是按照说明书并遵医嘱服用，都

是没有问题的。”

同仁堂于 5 月 24 日晚间发表公
告澄清此事，称其含朱砂的中成药严

格遵循 2010 年版《中国药典》，并严
格按照国家药品标准加工、生产和销

售中成药，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

常。

2013 年 5月 30 日，北京市药监
局公开回应，称“抽查同仁堂含朱砂药

品符合标准”。北京市药监局新闻发言

人梁洪表示，北京市药监局已于 5月
22 日组织 3 个组对同仁堂旗下 3 家
工厂使用朱砂的情况进行了检查。结

果显示，3 家企业朱砂来源、原料检
验、生产过程等各环节均符合国家药

品标准和相关规定。同时，根据北京市

药品不良反应中心近年来的监测数据

显示，同仁堂处方以朱砂为原料的品

种共 13个，没有汞中毒报告。
朱砂为矿物中药，其主要成分为

硫化汞。“朱砂最早记载于《神农百草

经》，是中医传统中药材。朱砂的主要

功能是安神、定惊、明目、解毒，主要

应用于小儿的抽搐、惊觉治疗。随着

现代药理研究的深入，也确实发现朱

砂对人体的中枢系统、消化系统有一

定的损害。”北京康派特药物研究与

临床评价中心医学总监黄敏认为，

“是药三分毒”，关键还是要把握朱砂

的用量与配伍。

加强中成药危机公关

2013年 5 月 25日，中国中药协
会和中华中医药学会联合召开的中

药安全性论坛，对时下热议的“同仁

堂含朱砂产品有毒”的问题也进行了

讨论。专家认为，朱砂是一味非常有

效的治疗性药材，尽管朱砂的成分中

含有硫化汞，但经过炮制去毒后，能

够入药使用。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

梁爱华指出，对朱砂的盲目封杀并不

客观。

“中医是我国的传统医学理论，

此前的研究多集中于单一药材的药

理研究上，对中成药配伍的药理、毒

理的研究仍显不足，这也是中成药质

量频频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黄敏

表示，中医理论自成体系，日后研究

应集中在中药的现代化应用上，其中

毒理与安全性的研究是重点。

根据 2012年药监局不良反应监测
中心的数据显示，化学药不良反应占比

81.6%、中药占 17.1%、生物制品占
1.3%，中药不良反应明显低于西药。但
是由于缺乏严谨的临床数据支持以及

先进的中成药药理研究分析，才使得中

药频频陷入质量信任的危机。

中国中药协会会长房书亭认为，

中医药企业应与科研机构、大专院校

合作，对使用量大、群众关心的中成

药进行基础性研究，拿出翔实的、可

信服的科学数据。

“中医中药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

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药质量

关乎中药发展的生命力和百姓的健

康问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加大研

发、管理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

度，并需要一系列的措施去落实。”中

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司长王笑频

就同仁堂等一系列中药产品暴露出

的质量问题做出回应。

胶原蛋白产品是作为食品生产上市的，并非药品，甚至都
不是保健品，这和消费者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新版《进出口乳品检验检疫

监督管理办法》已正式实施一个

月，对进口奶粉设置了更高的“体
检”门槛，对伪洋奶的狙击力度明

显增强。然而，记者发现，目前仍

有一些披着“洋皮”的奶粉在母婴
店和网络上肆虐。

王利博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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