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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健康

被指违规宣传 葵花药业辩称公益广告
本报记者 曹学平 北京报道

业就在风口浪尖上顶风逆行。

业内人士对此认为，《在线名

胃康灵和海清代言的小儿肺热咳喘

9 月 1 日，“史上最严”新《广告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调查发
现，在国内多家视频网站正在播放

医堂葵花护肝大讲堂》这是以健康
资讯节目形式变相发布药品广告。

口服液两大产品。 新《广告法》明确
禁止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利用

法》开始施行，针对药企广告乱象
开始进行整顿。 而事实上，此前国

《在线名医堂葵花护肝大讲堂》的
视频，视频中多次出现了“葵花护

此类违法广告一直是监管部门整
治的重点，对企业来说，在时下发

广告代言人作推荐、证明。
不仅是葵花药业，新《广告法》

家相关部门早就明令禁止处方药
在大众媒介发布广告。

肝”等醒目字样，并有“专家”详细
讲解护肝片的成分和作用，并称葵
花护肝片是个很好的药。

布此类广告政策风险极大。
值得注意的是， 葵花药业最被
大众所熟知的产品是吴秀波代言的

也已成为一些曾经依靠广告轰炸
和明星效应模式生存的众多药企
所要面临的转型难题。

但利诱之下必有勇夫，葵花药

转型困境
新修订的《广告法》对于正在播放的明星代言的 OTC 大品牌产
品和医疗器械的广告无疑是巨大打击，令企业措手不及。
“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葵花。 ”
每年 2 亿元以上的广告宣传费投
入使得葵花药业成为尽人皆知的

止咳颗粒作为公司重点打造 的
新品，实现了高速增长，销售额
已突破亿元平台。

药企品牌。

顶风“作案”
上海一位专门从事药品营销的人士表示， 葵花护肝片的视频是以健康资讯节目形式变相发布药品
广告，主讲人宣称的理论是否科学有待考证，但节目的营销目的却显露无遗。
记者发现， 56 视频等视频网站

该节目的营销目的却显露无遗。 这

正在播放 《在线名医堂葵花护肝大

则广告涉嫌多重违规， 首先是处方

讲堂》的视频，字幕显示主讲人为首
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感染科副主任
医师崔之明。

药不能在大众媒介发布广告；再者，
药品广告不得含有利用医药科研单
位、学术机构、医疗机构或者专家、

主讲人先是在视频中花很长时
间介绍一些保肝护肝的科普知识,

医生、 患者的名义和形象作证明的
内容。

接着建议，如果（观众）出现不好的
症状要及时就医， 或者吃一些保肝

据记者了解， 葵花护肝片为处
方药。 该药品说明书显示,功能主治

药，比如护肝片。常用的保肝药物如
葵花护肝片，它是由茵陈、柴胡、五

为“
疏肝理气，健脾消食。 具有降低
转氨酶作用。 用于慢性肝炎及早期

味子、绿豆粉、猪胆粉和板蓝根六种
中药成分组成， 护肝片效果是经过

肝硬化等”。这说明葵花护肝片根本
没有解酒护肝的功效， 也不适用于

长时间验证的,柴胡具有疏肝解郁、
保肝利胆、抗病毒的作用，茵陈主要
作用是除湿保肝利胆， 护肝片是个
很好的药。 酒前酒后服用一些护肝

肥胖人群。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 健康资讯
节目类药品广告的“忽悠术”一般都
有固定
“套路”，首先，主讲人往往先

片, 在酒后可以起到保护肝损伤的
作用；如果肥胖者出现疲乏无力、纳
差, 在医生指导下可以吃一些护肝

普及一些疾病知识， 一般语言形象
生动，很容易引起观众兴趣；其次，
在疾病防治讲解中， 主讲人往往以

片保保肝。视频中还滚动出现了
“葵
花护肝”等醒目字样。
上海一位专门从事药品营销的

举例子等形式，
“不经意” 地提到某
种产品对此病的神奇疗效。 此类广
告伪装成科普节目,对于不知内情的
消费者来说， 这样的广告更具有迷
惑性，也容易逃避有关部门的监管。
公开信息显示,《在线名医堂》

人士对此表示， 这是以健康资讯节
目形式变相发布药品广告， 主讲人
宣称的理论是否科学有待考证，但

葵花药业近年三项期间费用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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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花药业最为被大众所熟知

葵花药业在招股书表示，公

的药物是吴秀波代言的胃康灵和

司非常注重广告的拉动作用，每
年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市场需

海清代言的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
两大产品。
巨额的广告投入曾经为葵花
药业带来不小的收益， 但成也萧
何，败也萧何。
新《广告法》中明文规定“药

葵花药业品牌战略“1+4+N”

品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作推
荐、证明”。 对广告代言人也有明
确定义，即广告主以外的，在广告
中以自己的名义或形象对商品、
服务作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

N
小葵花
儿科品牌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广证恒生

是一档由中国医师协会主办， 信石

早在 2009 年 12 月, 武汉市食

传媒精心制作， 并联合多家知名网
络媒体重磅推出的“权威互联网健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葵花护肝片违
法广告进行了曝光， 直到“史上最

康栏目”。
事实上， 健康资讯节目类违法

严”新《广告法》开始施行，葵花药业
仍未收手。

广告一直是监管部门整治的重点。
早在 2013 年 4 月 22 日，工商总局、
中宣部、 国务院新闻办等八部委就
召开电视电话会议， 部署开展为期
3 个月的整治虚假违法医药广告专

而葵花药业为何还敢在大众传
播媒介发布处方药的违法广告？ 上
述业内人士认为， 葵花护肝片这样
销售实际上走的还是 OTC 药品的
销售模式 , 对广告已形成了路径依

项行动。 此次专项整治的重点即是
有关媒体和网站发布的医药广告、
信息， 开办的各类专题类健康资讯
节目、栏目。

赖，欲罢不能。
公开资料显示， 葵花护肝片连
续 3 年每年实现销售 2.5 亿元左右，
其中 80%以上为 OTC 市场销售。

2.3 亿元、2.2 亿元、2.5 亿元。 这 3
年， 葵花药业对应的净利润分别
是 2 亿元、2.5 亿元、2.8 亿元。
特别是 2011 年，其广告投入
甚至超过当年的净利润。 2014 年

八部委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
加强广告发布环节和源头的整治力

事实上， 葵花护肝片上市就是
靠广告打天下的。 曾有媒体报道指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 27 亿元，同
比增长 24.66%；归属于上市公司

度， 斩断虚假违法医药广告利益链
条，采取联合告诫、联合公告、联合

出，护肝片是葵花的当家品种，当时
市场上同类品种众多， 葵花确定了

检查、挂牌督办等形式，综合运用经
济处罚、 行政处理、 刑事追责等手

以广告拉动销售的策略。 在广告投
放模式上，走卫视联播的路线；在广

股东的净利润约 3 亿元， 同比增
长 14.53%；广告费投入 2.7 亿元，
占比销售额约 10%。

段，严惩违法主体。
而新《广告法》更是规定，广播

告购买模式上， 实行企业广告招标
会，让电视台来竞标；在广告宣传策

电台、电视台、报刊音像出版单位、
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以介绍
健康、 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药

略上，坚持品牌形象、产品商标和功
能诉求等几个要素合一宣传， 形成
了一个多覆盖、 多维度和多效力的

品、医疗器械、医疗、保健食品广告。
处方药只能在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和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共同指
定的医学、药学专业刊物上做广告。

广告投放。
但处方药大打广告挑战的是监
管部门的底线， 葵花护肝片此次违
规受到何种处罚难料。

要保持一定幅度的增长。 公司成
立以来，“累计投入媒体广告宣
传费用超过 12 亿元、 投入终端
POP 类宣传费用超过 1 亿元、投
入各 类 宣 传 及 促 销 活 动 超 过 2
亿元。 ”
财 报 显 示 ，2011 年 至 2013
年，葵花药业共投入了 7 亿元，用
于广告及业务宣传， 每年分别为

葵花药业在财报中坦承，带
动品类竞争发展的营销优势是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现有
过亿品种 6 个， 其中小儿肺热
咳喘口服液为公司独家品种，
连续多年高速增长；护肝片、胃
康灵（胶囊 + 颗粒）作为公司老
牌名药， 多年来销售收入一直
保持较高水平；康妇消炎栓、小
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小儿化痰

引大家关注到产品。 有的明星电
视广告放几次消费者就知道 了
甚至记住了，这是明星的名人效
应和星光效应决定的，另外名人
代言可信度高，大家都觉得名人
应该是道德楷模、名人不会欺骗
人，不会说假话等等。
“新修订的《广告法》对医药
健康产业最大的影响无疑是 规
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
食品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 广
告’。 仅此一项，将大大降低药品
大众媒体广告的传播效率和 影
响力，其余形式的广告投入增加
可能缺没有明星代言的效果。 对
于正在播放的明星代言的 OTC
大品牌产品和医疗器械的广 告
无疑是巨大打击，令企业措手不
及，不能用代言人（当然包括名
人） 对企业塑造品牌产品不利、
药品广告创意的难度也将增
加。 ”李从选说。
两大产品没有“明星代言”
这把利器之后，广告营销如何转
型，对葵花药业来说是颇为头痛
的难题。
9 月 7 日， 葵花药业证券部
门的一位工作人员仅在电话中表
示， 葵花护肝片发布的是公益广
告， 而对记者进一步的采访要求
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

2014 年 ~2020 年处方药电商市场规模及预测（单位：亿元，%）
电商所占比例（右轴）
处方药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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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但目前网上药店偷卖处方药早
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调查
发现，全球百强企业、美国医疗保

一是传播效率高、 省钱, 明星一
出， 马上能吸引受众的眼球、吸

葵花爷爷
心脑血管及骨科品牌

蓝人
呼吸感冒药品牌

美小护
妇科品牌

40000

网售处方药的禁令至今未放

理李从选对此认为, 药企利用各
种明星代言的主要原因就两条：

N
子品牌

康德乐网络售卖处方药
本报记者 曹学平 北京报道

或其他组织。
康美药业 OTC 事业部总经

健服务商康德乐旗下的康德乐大

在业内人士看来，医药电商企

药房也在大肆网售处方药，消费者
只要一个电话，处方药就能通过快
递送到家，且货到付款，由此监管
部门多重禁令对康德乐来说形同
虚设。 不仅是康德乐，众多网上药
店违规卖药长期存在，乱象难治。

业急功近利“抢食”处方药市场，是
在不断挑战监管部门容忍的底线，
也将给反对放开网售处方药者更
多口实，逼得监管部门对解禁网售
处方药只会更加谨慎，很多企业期
盼的政策开放也将更加遥遥无期。

偷售
公开资料显示， 康德乐公司
(NYSE:CAH)总部位于美国俄亥俄
州都柏林，2014 财年营业额达 910
亿美元。
2013 年康德乐收购了百济新特
药房，并正式命名为康德乐大药房。
据记者了解， 百济新特药房自
2002 年成立华南地区首家专科药

方权的医生所开具出来的处方，并
由此从医院或药房购买的药物，有
“
Rx”标识。 这种药通常都具有一定
的毒性及其他潜在的影响， 用药方
法和时间都有特殊要求，《处方药与
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规定，处方
药必须凭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
处方才可调配、购买和使用。

为，请保留证据，拨打 12331 举报，
举报查实给予奖励。 ”
没有处方能在康德乐买到上述
消癌平片吗？
为此， 记者拨打网页上 400 热
线声称要买 4 盒处方药某品牌消癌
平片,接线客服建议记者一下子买 5
盒,5 盒可以免邮费的。 记者称需要

房以来，已先后在广州、北京、上海、
深圳、佛山、成都、武汉、珠海、杭州
等中心城市建立了 30 家直营药房

根据国家食药监总局 《药品流
通监督管理办法》，即使是拿到《互
联网药品交易服务资格证书》和《互

正规发票， 客服表示肯定有正规发
票，你需要的话，稍后我用手机发个
短信给你，你把地址发过来，等货到

旗舰店，是中国首家
“全国连锁专科
药房”的创始企业。
2011 年 8 月 24 日， 百济新特
连锁药业通过了国家食药监总局认

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证》 的合法
医药电商也只被允许出售非处方
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用邮售、
互联网交易等方式销售处方药。

你把款给送货员就行。
记者收到客服的短信后， 把一
个朋友的地址发了过去，没过几日，
5 盒消癌平片就通过优速快递寄到

证检查，并颁发《互联网药品交易服
务资格证书》， 成为全国第 44 家拿
到 B2C 牌照的连锁药房。
康德乐大药房网页显示，该网
上药房主要经营肿瘤科、 肝病科、
神经科、 精神科等慢性病用药，仅

记者随机打开康德乐大药房一
个销售处方药消癌平片的网页，页
面显示某品牌消癌平片会员价 68
元 / 盒，比市场价便宜 13.60 元，购
买条件为仅凭处方。
值得注意的是， 该页面上部并

了记者指定的地址，整个过程中，康
德乐方面没有任何人向记者索要过
处方。
记者为此致电上述 《互联网药
品 交 易 服 务 资 格 证 书》 的 拥 有
者——广州百济新特药业连锁有限

肿瘤用药就有 382 种，基本上都是
处方药。
据记者了解， 处方药是指有处

没有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加框标示
“
药品监管部门提示：如发现本网站
有任何直接或变相销售处方药行

公司寻求采访， 但接线的工作人员
表示， 该公司并没有对接媒体采访
的部门，无法回应记者的采访。

越线

者医疗机构销售药品的， 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依照药品管理法律法
规给予处罚， 撤销其互联网药品
交易服务机构资格， 并注销其互
联网 药 品 交 易 服 务 机 构 资 格 证
书， 同时移交信息产业主管部门
等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
的规定予以处罚。
2013 年 10 月 29 日， 国家食
药监总局在关于加强互联网药品
销售管理的通知中再次重申，医药
电商通过在线交易只能销售非处
方药，不得在网站交易相关页面展
示、销售处方药，在非交易页面展
示，必须加入药监局提示，违者将
责令其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将吊
销其《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资格证
书》，并移送通信部门关闭网站。药
品零售连锁企业通过互联网销售
药品时，应当使用本企业符合《暂
行规定》等文件要求的药品配送系
统自行配送，且符合《药品经营质
量管理规范》的有关要求，保证在
售药品的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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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 监管部门对网售处
方药一直是严格禁止的。
《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审批
暂行规定》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
向个人消费者提供互联网药品交
易服务的药品连锁零售企业在网
上销售处方药或者向其他企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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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公开资料

不过事实证明， 监管部门多
重禁令对康德乐来说如同废纸一
张。 实际上，医药电商网售处方药
在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3 月 3 日，广州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在其官网上公示了 2014
年 9 月份至今年 1 月 31 日以来

客单件药品零售价高， 利润空间
大，客单价也高；且这些慢性病用
药，患者需要长期用药，医药电商
的零售价只要比实体店便宜，患
者就会长期购买。 但这些慢性病
用药大多数是处方药，为了利润，
医药电商只好集体越红线。 ”

查处的生产经营者违法行为。
其中， 广东康爱多连锁药店
有限公司因采用邮售方式向公众
直接销售处方药上榜，此外，广州

2014 年 5 月，国家食药监总局
公布了《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网售处方
药政策终于有了松动的迹象，但反

市天河区东棠博爱药店龙门店采
用互联网交易方式直接向公众销
售处方药也一并上榜。 在该局网

对者的声音也一直未有停歇。
当年 6 月， 中国医药商业协
会、 中国非处方药协会以及四川

站此前发布的生产经营者违法行
为的公告中， 广东壹号大药房连
锁有限公司采用邮售方式直接向
公众销售处方药也被列入其中。
上海一位医药电商业内人士
对记者表示， 医药电商网售处方
药主要还是利益驱使。“医药电商
如果单纯卖感冒消炎药这些日常
用药，根本是不赚钱的。 康德乐销
售的像肿瘤用药都是贵重药品，

德仁堂等 60 余家国内医药流通企
业曾集体上书国家食药监总局和
商务部， 强烈反对全面放开网上
开售处方药和
“
零门槛”网上售药。
上述业内人士对此忧心忡
忡，
“
利益诱惑之下，这些公司集体
越红线抢夺处方药市场， 只会给
反对放开网售处方药者更多的口
实，逼迫监管部门不得不出手，整
个行业或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