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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频现非法添加“黑洞”
实习记者 邓文标

王利博制图

9月 12日，北京阳光一佰生物技
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一佰

公司）生产、销售有毒有害的保健食

品在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公开审

理。此案是国家食药监总局开展打击

保健食品“四非”行动以来，全国最大

的保健食品制假售假案件，涉及全国

23个省、140多个城市，总案值达 800
余万元。

案件缘由是广陵区糖尿病患者

在食用山芪参胶囊后出现极大的不

良反应后，经扬州市药监局检测发现

山芪参胶囊中非法添加了有毒有害

的盐酸丁二胍。

“山芪参”掺毒
引发保健品大案

9月 25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
通州区宋庄小堡阳光路一号的阳光

一佰公司，该公司占地面积大约为

3000平方米，曾占据广泛保健食品市
场的阳光一佰公司如今大门紧闭，只

剩下王强和张斌（化名）两名员工。

王强告诉记者，阳光一佰公司成

立于 2001年，自己是在公司成立不
久后由董事长习文有的朋友介绍过

来工作，当时只有十几名职工，很多

保健产品都只是在研发阶段，直到

2009年，才开始研制山芪参胶囊，经
过测验发现很多患有糖尿病的职工

亲戚吃了山芪参胶囊后效果很明显，

后来开始大量购买原材料生产并打

入保健品市场。

记者在国家食药监总局官网上查

询发现山芪参胶囊保健食品的批号，

有效期从 2011.07.22—2014.12.20，而
在阳光一佰公司官网看到的二十余种

保健品中却没有看到山芪参胶囊。王

强告诉记者山芪参胶囊的销售是通

过市场直销，由公司的销售人员在各

地建立销售点，不到一年的时间市场

销售量就很可观，阳光一佰公司凭借

山芪参胶囊在保健食品市场中渐有

名气。

对于阳光一佰公司制假售假有

毒有害的保健食品一案，记者连线

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法院办公

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案是由区

人民检察院立案移交到区人民法

院，一审庭审 16 个小时后并没有当
庭宣判，案件涉及公安、药监、卫生

等多部门的工作，需要合议后才能

判决。

公诉机关指出，2012 年 8 月 9
日，深圳市药品检验所从湖南省长沙

市经销商处被抽检的阳光一佰公司

生产的山芪参胶囊中检出国家禁止

添加的盐酸丁二胍。而在获知检测消

息后，阳光一佰公司仍然继续生产、

销售含有国家禁止添加的盐酸丁二

胍的山芪参胶囊，产品销售至全国各

地，涉案价值达 800余万元。

保健品高暴利
成本只占 5%

阳光一佰公司是从 2009年开始
研制山芪参胶囊，2011年批量生产山
芪参胶囊，在 2012年时，市场销量
好，公司职工都加班加点的生产，库

房很少有剩余山芪参胶囊的成品，张

斌告诉记者。

“山芪参胶囊出厂价为 65元/盒,
市场零售价为 498元/盒,每个疗程 10
盒，出厂价从未变过。”张斌说道。

中国保健食品诞生于 1996 年，
这个新兴行业现已发展到年销售逾

千亿元的规模，保健食品利润高已是

不争的事实。

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尚仕兴源国

际保健品批发市场，发现商铺的店主

们“很忙”。记者了解到由广州市名流

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巴马汤中药

浴足粉市场价是 55元/盒，批发价 8
元/盒，而记者在国食药监总局证实其
包装盒上标注的生产批号并不存在。

山芪参胶囊和巴马汤中药浴足粉产

品利润高达 600%，而批发价只占销
售价 10%左右保健产品，其成本价无
疑是很低的。

业内人士指出，保健食品的生产

成本占销售价的 5%左右，广告宣传
和营销成本也在 5%，而潜在的市场
和暴利，是导致行业乱象丛生的主观

原因。

记者了解到，山芪参胶囊在市

场上的宣传口号是十天降血糖，而

其功效明显，是由于在胶囊中非法

添加了具有降血糖功能的违禁化学

药物。

中国消费者协会张政告诉记者，

保健食品市场良莠不齐，虚假宣传问

题突出，今年上半年，中消协受理保

健品投诉 2318件，其中涉及虚假宣
传的有 521件，占 22.5%。

资料显示，截至 2012年底，全国
保健食品生产企业约有 25000家，年
产值约 2800多亿元，老年人群占据
近 80%的消费群体，而在老年人群加
剧和暴利的驱动下，保健食品产业发

展方兴未艾。

中国保健协会副秘书长周邦勇

表示，作为朝阳产业的保健食品有着

巨大的发展空间，但部分企业未取得

批准文号或“套牌”生产销售，非法添

加违禁药物，虚假宣传保健功能等，

使得行业的发展出现了危机，而科技

创新和产品创新不足，部分产品生命

周期短，直接制约了行业的更好发

展。

虚假宣传
致产业陷诚信危机

2012年 5月 24日，阳光一佰公
司生产的山芪参胶囊就被上海市药

监局检验出添加了国家禁止药物，而

记者在阳光一佰公司的官网上看到

的 9 款产品中就存在 3 款没有获得
国食药总局的生产批号。

保健食品在我国拥有巨大的消

费需求和投资潜力是毋庸置疑的事

实，但是当前保健食品行业问题突

出，部分企业以概念造势，虚假宣传，

轻视产品安全和质量，导致产业陷入

诚信危机。而部分行业协会也充当着

不光彩的角色。

此前，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

联席会议办公室、国务院纠正行业不

正之风办公室在《关于严肃查处原中

国保健食品协会乱排序、乱评比、乱

收费问题的通报》中指出，“关于严禁

对企业乱排序、乱评比、乱收费以及

各种变相排序、评比行为。除按法律

规定和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外，各

地区、各部门、社会团体、新闻单位、

企事业单位及民间组织正在举办的

对企业的各种评比活动一律停止，并

认真搞好治理整顿。”

不过，中国市场学会服务质量专

业委员会的市场调查表明：一方面是

乱排序、乱评比不但没有“一律停止”

而且愈演愈烈；另一方面是一些企业

采取走捷径投机取巧沽名钓誉搞不

正当竞争的方法，主动寻机参加一些

乱评比、乱评价、乱评奖、乱排序活

动；有的违反规定不经国家批准擅自

出国领奖，并利用其结果广泛进行宣

传。

业内人士表示，保健产业不良发

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相关部门“重审

批、轻监管”的监管体制，把大量的人

力、物力、财力放在审批环节，而在生

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监管形同虚设。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保健食品研

究所研究员吴庆其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每种保健食品最多只能有 2
种保健功能，其标示的保健功能必须

与批准的保健功能一致，一旦发现保

健食品的功效好于药效，那这种保健

食品肯定有问题。”

【健康产业“跃进”之难题】

产品利润高达 600%生产成本仅占 5%

崔红雷是北京市一位普通的 85
后白领，每次生病去医院之前，相比

很多病人直奔医院然后湮没在漫长

的挂号队伍中，他都会先在网上咨询

简单了解一下自己的病情，再通过网

上挂号或者电话挂号精确地挂到对

应的科室，省去了排队和挂错号带来

的重复排队等麻烦。

这只是互联网为医疗、健康行业

带来的改进之一。目前，在物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

的支撑下，互联网还在让人们的身

体、食品和环境等的健康、安全程度，

以随时随地可以查阅的数字、视频等

数字化的形式呈现出来。

个人健康档案试水

“我在帮助新疆政府建设网络健

康档案，病人可以对自己的病情一目

了然，也帮助医生对他更好地诊断和

治疗。”中国人民大学电子政务研究

中心主任侯卫真对《中国企业报》记

者透露，中国各地政府都在积极推动

这一惠民工程。

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有一些距离。

崔红雷表示，北京仍然没有看到所谓

的居民健康档案，只有全市通用的病

历书，但是容易丢失和忘记携带，很

不方便。“每次去医院，医生对自己之

前的病情基本都是一无所知。”

对此，侯卫真坦承，居民健康档

案有太多的细节要做，信息如何收

录、数据如何保管等，尤其是建设完

成之后，个人的健康隐私将一目了

然，这些并不是随便一个医生、护士

都可以看到的，需要建立完善的、合

理的查阅准入体系。

居民健康档案并非中国首创。例

如，芬兰已经建立了医疗保健服务平

台 Taltioni，日前，数字安全服务商金
雅拓旗下的 Valimo公司还宣布，已经
携手当地电信服务提供商 Elisa，为其
实现强有力的移动登录和终端用户

验证服务。

Taltioni首席执行官 Tuomas Teuri

表示：“数据安全对 Taltioni而言至关
重要，每个国民都拥有自己的信息并

有权决定谁可以访问。”拥有移动身

份证，用户就可以安全登录他们的电

子健康账户，并授权医护人员将其个

人信息与医疗应用联系起来。

可追踪的食品安全

医院和居民健康档案只能在健

康问题出现之后做出应对，人们还更

加希望更大限度地避免健康问题，尤

其在安全问题已经杯弓蛇影的中国

食品市场。近年来，苏丹红、瘦肉精、

三鹿毒奶粉、地沟油等食品安全事

件不断刺激消费者的敏感神经。

“如何从生产、加工、物流、零售

各环节有效监控食品到达消费者的

全过程，从源头解决食品安全所存

在的隐患，正在成为食品安全领域

的重要课题。”在日前举行的“2013
生态中国·智慧农业”高峰论坛上，

山西农业大学食品学院院长郝丽萍

表示。

在中国政府的“免检产品”、

“QS”等认证保障体系相继宣告失败
之后，互联网行业的另一项产品二维

码正在被寄予厚望。这是一种布满黑

白点的小正方形，本来被电商用于储

存商品类型、价格和支付等信息，如

今正在被越来越多的食品生产厂商

用来储存产品的安全数据。

根据崔红雷介绍，北京很多超市

的食品包装都带有二维码，扫描一

下，其名称、生产地址、收获时间和

收货人姓名、农残检验报告等信息

都可以查询到。也有超市采用大型

的查询机，不过配置的较少，而且没

有二维码方便，用自己的手机就能

查到。

不过，京中园博望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海辉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二维码在食品安

全中的应用仍然存在问题。例如，目

前的食品二维码都是各自为战，缺

乏统一的食品编码系统，只能在几

家企业、基地范围内实现，难以打通

全国市场。”

互联网让健康可视化
【健康产业“跃进”之趋势】

本报记者 郭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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