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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属性难辨 同仁堂足道炮制治病神话？
本报记者 曹学平 北京报道

异常及手脚冰凉人群使用”
“
可供血
压偏高人群使用”等字样。该生产厂

俨然是一副神药。 不过，本报记者
发现，该产品只不过是普通的足浴

非药品冒充药品现象久治不绝。
近日，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了
解，一种名为“同仁堂足道”产品，在
包装盒上分别醒目地标示着“可供

家的官网更是宣称“六大专方，对症
泡脚，降血糖、降血压、改善失眠、缓

粉。 但因产品包装盒上标有“适用
人群”， 让消费者难以分辨其商品

解关节炎、消除静脉曲张、预防脚跟

具体属性，而具体的监管法规也不

疼痛骨质增生。 ”
从宣传中来看，“同仁堂足道”

甚明确，医药保健品市场也因此更
加混乱。

血糖偏高人群使用”“
可供下肢静脉

天猫同仁堂山西大药房旗舰店正在销售的
同仁堂足道，每个型号的宣传页面都用醒目
的字体表示特别针对某种症状，如图中 5 型

治病“神话”

包装盒上标示的“可供血糖偏高人群使用”

天猫同仁堂山西大药房旗舰店页面显示，正在销售同仁堂足道 1 型 -6 型，每个型号的宣传页面
都用醒目的字体表示特别针对某种症状。
据了解，“同仁堂足道” 生产厂

站上， 却没有查询到同仁堂足道的

药监部门当时表示，此次依法

家为北京同仁堂兴安盟中药材有限
责任公司， 该公司系北京同仁堂科

任何信息。
天猫同仁堂山西大药房旗舰店

查处的非药品冒充药品的产品，
主要通过各类广告夸大主治功

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
仁堂科技”）的子公司。

页面显示， 正在销售同仁堂足道（8
克 / 袋 *5 袋）1 型 -6 型，产品售价

效，宣传预防、治疗人体疾病的功
效，或者直接标示所用药物成分、

本报记者发现， 北京同仁堂兴
安盟中药材有限责任公司保健食品

均为 48 元。每个型号的宣传页面都
用醒目的字体表示特别针对某种症

作用、适应症或适应范围、用法用
量等，误导消费者，这些仿冒药品

分公司官网（京 ICP 备 14009855 号
-1）显示，北京同仁堂根据“专方专

状， 但是记者在该产品包装上没有
看到任何的药品批准文号或者是保

严重危害了公众的用药安全，不
仅扰乱了市场秩序， 更有可能贻

用” 要求对原皇家御用泡脚药方进
行了改进， 研制出六大系列泡脚配

健食品批准文号， 同时 1 型 -6 型
包装盒上分别醒目地标示着“可供

误患者的病情。
据业内人士介绍， 药监总局

方，分别用于足跟痛、静脉曲张、关
节炎、 高血压、 高血糖及失眠等症

“可供下肢静脉
血糖偏高人群使用”
异常及手脚冰凉人群使用”“可供血

《关 于 开 展 非 药 品 冒 充 药 品 整 治
行动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第

状。 该产品分足道 1 型 -6 型，分别
对应上述症状。

压偏高人群使用”等字样。
在京东好药师大药房旗舰

1 条规定：“凡是在标签、说明书中
宣称具有功能主治、 适应症或者

更有甚者， 该网站同仁堂足道
专题页面更是用醒目的字体表示，

店，同仁堂足道（8 克 / 袋 *30 袋）
1 型 -6 型售价均为 239 元，产品包

明示预防疾病、 治疗功能或药用
疗效等， 以及产品名称与药品名

“六大专方，对症泡脚，降血糖、降血
压、改善失眠、缓解关节炎、消除静

装盒上也分别醒目地标示着“可供
血糖偏高人群使用”。

称相同或类似的食品、保健用品、
保健食品、化妆品、消毒产品，未

脉曲张、预防脚跟疼痛骨质增生。 ”
另外， 网页上还充斥着大量所

那么“
同仁堂足道”具体的产品
属性是什么？包装盒上标示
“
可供血

标示产品批准文号产品， 均为非
药品冒充药品。 ”

谓使用过该产品患者的现身说法，
糖尿病患者说泡脚后“血糖正常了、

糖偏高人群使用”等有什么依据吗？
为此本报记者给同仁堂公司发

并发症消了”；高血压患者表示“血
压降了也稳定了”；风湿关节炎患者
用过后说“
关节炎今年没再犯”；骨

的字样。

灰色路径
李某团伙将
“日用品”当药品卖，本身就是诈骗，而且销售人员在“卖药”时虚构事实，隐瞒真实
身份自称是同仁堂的专家，也是诈骗作案的常用伎俩。
今年 1 月，同仁堂科技发表声

过在某卫视台上打广告夸大宣传

堂兴安盟中药材有限责任公司生

明称，近期，公司及兴安盟中药材

销售同仁堂足道产品， 获得受害

产的“同仁堂牌丹参菊花茶”也频

有限责任公司陆续接到消费者反

人联系方式后，再以办卡返利、冒

频登上各地药监部门发布严重违

映，有不法人员在辽宁卫视、陕西
卫视、湖北卫视、江西卫视等媒体
利用电视广告发布咨询热线，冒用

名借钱的名义，实施诈骗。
经民警核实，北京的同仁堂确
实也在销售
“同仁堂足道”，但已改

法广告“
黑名单”。
4 月 1 日，北京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发布了 《2015 年 2 月份

同仁堂名义，以电话推销的方式诱

变了包装， 李某销售的并非假货，

违法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

使消费者邮购其所谓的同仁堂泡
脚产品，进而推销价格虚高的非同

但这个规格的“同仁堂足道”目前
真正的同仁堂已不再销售。李某自

汇总表》。 表中显示，北京同仁堂
兴安盟中药材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仁堂生产的三无产品，致使诸多消
费者蒙受经济损失，严重损害同仁

称自己的“同仁堂足道”是从内蒙
古一家药厂以每盒 60 元的价格进

的“同仁堂牌丹参菊花茶” 等 17
个产品的广告涉及违法， 主要发

堂品牌形象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同仁堂科技表示， 公司及北
京同仁堂兴安盟中药材有限责任
公司从未发布“不打针，不吃药，

的货， 再以每盒 298 元的价格销
售，对此警方仍在核查。
值得关注的是，警方通报称，
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同仁堂

布在平面媒体和广播电台。
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表示已将监测到的严重违法广告
情况通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查

泡脚治疗××病” 的夸大宣传和

足道”并非药品，而是“日用品”，

处理， 对违法广告中涉及北京生

虚假广告， 也从未授权任何经销
单位和媒体发布此类内容广告。

与香皂的性质类似。 也就是说，李
某团伙将“日用品”当药品卖，本

产企业品种的已依法依规采取了
行政处理措施。

上述人士告诉记者， 现在一些
非药品的标签、说明书上不使用“功

既然从未发布“不打针，不吃
药，泡脚治疗××病”的夸大宣传和

身就是诈骗，而且销售人员在“卖
药”时虚构事实，隐瞒真实身份自

去年 12 月 15 日， 山西省食
药监局发布 2014 年第五期违法

去采访提纲，但截止到发稿时为止，
对方未有任何回应。
事实上，早在 2010 年 10 月，河

能主治”
“
适应症”
“
治疗功能” 等字
眼，而使用
“
推荐食用人群”“适用范
围”
“
功能特点”等表达方式，内容上

虚假广告，那么官网为何会表示
“
六
大专方，对症泡脚，降血糖、降血压、

称是同仁堂的专家， 也是诈骗作
案的常用伎俩。

保健食品广告的公告， 决定对同
仁堂丹参菊花茶等 5 种严重违规

改善失眠、缓解关节炎、消除静脉曲

质增生患者更是表示“奇，骨质增生
泡好了”。
同仁堂足道俨然是一副神药，
那么其宣传的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北省张家口市药监部门依法查处了
深海酶罗汉山药软胶囊等七种非药
品冒充药品的产品， 有效净化了全
市药品经营市场。 北京同仁堂兴安

却包含有疾病名称和疾病症状。 这
样的文字表述让监管机关在执法时
认定该产品为假药感到困难。 该类
标示方式既可以把非药品当作药品

张、预防脚跟疼痛骨质增生”？
这些发布虚假广告者， 卖的

警方查明， 这个团伙实施第
一步卖药诈骗 20445 笔。 业内人
士对此非常不理解， 销售 2 万多

宣传的保健食品全省禁售。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 该产品
也已被江苏、湖北、河北、广西、辽

管理总局（以下简称“药监总局”）批
准的该产品主治功能是否一致？

盟中药材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无批
号的同仁堂足道也在被查处的七种

来卖， 又可以不具备假药的法定标
示特征为由来逃避法律的制裁。 同

是真的同仁堂泡脚产品还是假货?
今年 5 月 28 日，山西省太原
市公安局通报了近期侦破的具有
代表性的电信诈骗案。 犯罪嫌疑
人李某等主要针对老年群体，通

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 既然
早就发现有人在卫视发布虚假广
告，为什么不对其停止供货？ 这不
是纵容发布虚假广告者吗？
本报记者注意到， 北京同仁

宁等地药监部门分别列入违法保
健食品广告名单， 而发布违法广
告者销售的是真货还是“假货”，
目前仍不得而知。 而同仁堂目前
也未能对此进行回应。

然而， 本报记者在药监总局网

伪药品”之一。
“

仁堂足道就是这样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