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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卡行业乱象丛生 CFDA 出重拳治理
本报记者 芮益芳 上海报道

一种被称为“植物伟哥”的南
美洲原产植物玛卡在市面上悄然
走红，但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市面
所售玛卡品种多、 产地杂、 价格

乱，夸张宣传、以次充好现象屡见

用患者的名义、形象做功效证明和

资料显示，自 2011 年至今，国

不鲜。
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承诺等问题的虚假广告，欺骗和误
导消费者。 其中，上海中智科技应

内从事与玛卡相关产业链的大小
企业就已近千家， 大多数来自广

总局（以下简称“
CFDA”）监测到 4

用发展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中智

东、江浙等地。此外，还有更多资本

个药品和 4 个保健食品擅自发布
含有夸大宣传治愈率或有效率，利

科技”）的保健食品“
拉摩力拉牌玛
卡片”在列。

开始涌入这个行业， 热炒概念，给
玛卡行业吹起了一个大大的泡沫。

查处
根据 CFDA 官网通告称，拉摩力拉玛卡片通过电视媒介发布违法广告。 此外，包含上海中智科技在内的 8 家公司，其药品和保
健食品广告均未依法取得广告批准文号，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已将其违法行为移送有关部门查处。
据了解，玛卡是原产南美洲安
第斯山脉的一种十字花科植物，现
人工植于秘鲁和中国等地，在国内

国内市场玛卡产品分类

云南和新疆有大面积种植。
玛卡的主要食用部分是其富
含淀粉的块茎，含有碳水化合物、

原装进口
玛卡

完全由秘鲁本土企业生产，然后
出口到我国的玛卡产品

蛋白质、脂肪和膳食纤维，又富含
植物甾醇以及铁、镁、硒、钙等元
素。 玛卡和萝卜属于同一个科，根

一种是采用秘鲁玛卡原料

国产玛卡

的形态与圆萝卜很相似。
资料显示， 玛卡于 2011 年 5

一种是采用云南丽江的玛
卡原料

月被原卫生部批准作为新资源食
品， 目前以玛卡为原料制作的产
品主要以“保健食品”的名义在国
内上市。
根据 CFDA 官网通告称，拉
摩力拉玛卡片通过电视媒介发布
违法广告，宣称“消除更年期障碍，
改善前列腺供血，降低慢性病发病
率”等。 此外，包含上海中智科技
在内的 8 家公司，其药品和保健食
品广告均未依法取得广告批准文
号，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已将其违法
行为移送有关部门查处。
记者在 CFDA 官网查验，拉
摩力拉牌玛卡片于 2005 年获得国
食健字的批准文号， 生产国为秘
鲁，适宜人群是易疲劳者，保健功
能为缓解体力疲劳，注意事项提示
不能代替药物。 主要原料为玛卡

云南全省玛卡种植面积
500 多亿元
加工销售收入
200 多亿元
40 多亿元

2014 年

2015 年

2020 年

2. 5 万亩

10 万亩

20 万亩

数据来源：云南省发展生物产业办公室

都在国内
进行生产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乱象
随着玛卡的升温，越来越多人投身种植，也导致其质量鱼龙混杂，
而成品的玛卡也是品牌种类繁多，虚实难料。
据悉，目前，在玛卡的主要产

东正当年生物科技公司电话，询问

地云南该物种的产量正呈几何级
数增长。 据悉,云南全省玛卡种植面

其所生产的玛卡精片的相关问题，
对方告知：“不清楚，我们不对外。 ”

积已超过 5 万亩，2014 年产量超过
了 2000 吨， 而在 2003 年时这个数

此前，CFDA 于 2014 年 11 月
初公布了 10 家违法药械保健食品

字还不到 100 公斤。
此前有媒体报道，在种植玛卡

广告。 其中武汉三和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证件持有者)的保健食品“玛

方面，有些农户急功近利，不惜使

卡牌玛卡益康咀嚼片”上榜。 其批

用化肥及农药，在打过农药、施过
化肥后，生长周期可由原来的 9 个

准的保健功能为“增强免疫力、缓
解体力疲劳”，但其广告宣称“服用

月缩短为半年甚至 3 个月。 但速成

30 天，阳痿、早泄得到解决，服用 2

的玛卡营养价值很低，甚至可能因
农药残留而有害。 而随着玛卡的升

个月，尿频尿急、头晕目眩症状完
全消失”等违规宣传。

温，越来越多人投身种植，也导致
鱼龙混杂。

在武汉三和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的官方网页上，本报记者看到《玛卡

据悉， 玛卡有个自发酵过程，
只能在阳光下进行。 一旦在高温下
烘干，其中芥子油苷、玛卡烯、玛卡
酰胺的活性物质就会挥发。 一般晾

为何如此火？ 原来是这样....》《天然
玛卡让人心动的七大理由》 等文
章， 宣传玛卡具有改善性功能、防
癌抗肿瘤、补血补钙、保护肝胆等

晒需要 74 天，但烘烤只要 7 天，但
种植户或是因为没有晾晒场地，或
是因为追求速度降低成本，很多选

效用。
一位医药行业的资深从业者
对记者表示，保健产品中，但凡是

择烘干，导致玛卡质地较差。
而成品的玛卡也是品牌种类

涉及壮阳补肾和减肥，一般都能热
销，迎合了中国市场大多数消费者

繁多，虚实难料。
本报记者在天猫医药馆内搜
索“玛卡”关键词，出现 200 多个相
关品牌，2844 件相关产品。 除了拉
摩力拉，还有 GNC、修正、康恩贝、
哈药、同仁堂等知名品牌的玛卡产

的需求。 玛卡原产南美洲，现在人
工大范围种植于秘鲁和中国等地，
相当于国内熟知的萝卜和红薯等
普通食品。
上述人士表示，从极草、红景
天、冬虫夏草到现在流行的铁皮石

品。 其中，姿美堂玛卡精片月成交

斛，国内的保健品行业热炒的产品

达 1.7 万笔， 销售量居于玛卡产品
前列。

几年一换。 除了提高免疫力和缓解
疲劳之外，单纯的玛卡并不具备壮
阳甚至抗癌的功效，玛卡对生殖功
能的作用还缺乏科研证据的支持。
另外， 记者查阅公开资料获
知，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
指出，目前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可
以证明玛卡真的有各种“好处”，这
种植物也未能对男性体内的激素
水平产生什么影响。 而国际医学期
刊《最新性健康报告》的一篇综述
也认为，目前没有强有力的医学证
据支持玛卡对女性性功能障碍有
作用。

根粉末、微晶纤维素、乳糖、二氧化
硅、滑石粉。
根据上海中智科技在其官网

第 2014110161 号】， 可宣传内容
为： 缓解体力疲劳、 助您增强精
力、适合易疲劳人群。 ”

各国最新技术的应用代理服务与
贸易，涉及销售代理的进出口商品
范围也较为广泛。业务涵盖健康保

上的资料显示， 拉摩力拉牌玛

张羽认为，CFDA 通报其违法

健、医疗设备。 中智集团上海公司

卡，是由南美洲秘鲁赫赛尔制药
厂和秘鲁农粮委员会共同推出

发布广告一事发生后，他们也觉得
莫名其妙，从公司内部的系统中并

是中智集团经营规模最大、效益最
好的子公司。

的保健食品。 上海中智科技应用
发展公司在 2011 年 8 月 1 日正

没有查到烟台地区的代理信息。目
前中智科技一方面在开展自查自

记者注意到，在拉摩力拉的官
网上，新闻公告栏目下有关媒体报

式接管原上海恒博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在中国的拉摩力拉牌玛

纠，另一方面也在通过相关部门开
展申诉工作，也希望通过药监部门

道的两个视频均已无法正常播放。
一则是 CCTV（中国中央电视台）

卡片总代理权。
针对违规一事，《中国经营报》

彻查此次违法行为的主导者。
不过，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上

的视频，显示已经删除，另一则是
Discovery（世界探索频道）的节目，

记者致电上海中智科技，增值事业
部经理张羽表示：“已确认为非我

海中智科技获得的广告批文及可
宣传内容为“缓解体力疲劳、助您

显示为白屏。
本报记者在拉摩力拉牌玛卡

公司授权代理商在未经我公司批
准的情况下， 私自通过自身渠道，

增强精力、适合易疲劳人群”。与违
规宣传的内容“消除更年期障碍，

京东商城上发现， 该产品 30 粒装
优惠价 168 元、60 装 298 元 、100

在其经销区域内违规宣传。 ”
张羽表示：“第一， 该违法广
告由烟台地区药监部门上报，而
拉摩力拉玛卡片的合法代理商

改善前列腺供血，降低慢性病发病
率”截然不同。 后者显然存有夸大
功效之嫌疑，而且远远超过一个食
品的功效范畴。

粒装 468 元，价格不菲，在显著位
置还有“
black maca， 玛卡中黑钻
石，产量稀有，营养价值高，犹如钻
石般珍贵”这样夺人眼球的广告宣

根据天猫上姿美堂旗舰店的
显示，玛卡精片由广东正当年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销售页面上虽
然没有直接出现与“壮阳”相关的
字样，但是配有上半身赤裸的男女
照片，还有送情趣内衣的活动。
而在广东正当年生物科技有限

距离烟台最近的位于青岛，烟台
地区没有授权代理商； 第二，
CFDA 通报中所说的“消除更年
期障碍” 广告词是针对女性用
户，而去年 9 月份，拉摩力拉的

“事实上， 国内很多保健食品
公司明知道经销商存在违规宣传，
夸大效果严重，但大多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 主要还是为了产品的销
量， 这在整个行业并不是什么秘

传语。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表示，在
营养上，玛卡也与红薯、山药、萝
卜等类似。 在秘鲁当地是很普通
的蔬菜类食品，男女老幼、病人孕

公司的官网上， 记者看到其新闻列
表中于 2014 年 12 月 13 日发布的
信息称：
“
广东正当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已成为拥有食药局颁发的保健
食品生产许可证和保健食品 GMP

女性款玛卡产品已经停止销售，
但经销商手里可能还有存货；第

密。 ”上述人士说。
公开资料显示，上海中智科技

妇皆可食用。“玛卡磨成粉后跟面
粉类似，用于制作面包、糕点等，

证以及食品生产许可证（QS 证），并

“如果真的有壮阳功效， 那不

三，拉摩力拉玛卡片于 2014 年已
获取广告批文【沪食健广审（文）

是中智集团上海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成立于 1994 年。主要从事世界

在很多地方还被当成饲料大量喂
养牲口。 ”

且顺利正式进军大健康产业。 ”
不过， 记者登陆 CFDA 官网，

排除是违规添加了某些药物成分，
达到了跟伟哥这类西药的药效。 ”

未查到任何相关信息。 记者拨通广

上述人士表示。

新广告法或致 OTC 药企重新洗牌
本报记者 张亮 北京报道

下滑，曝光率已经不断减弱。新的广

业内人士称，新广告法的实施，

新广告法出台的靴子终于落

告法禁止明星代言、10 岁以下儿童
做广告，较之于几年前的禁播 OTC

受打击最大的当属那些传统的严重
依赖明星广告的行业巨头。 整体而

地， 这对于国内众多的 OTC 药企
来说是五味陈杂。
事实上近几年来， 国内几家大
型 OTC 药企由于广告营销作用的

广告， 已经算是对 OTC 药企的广
告营销留有余地， 不过新广告法的
实施对今年还在播出明星代言广告
的 OTC 药企具有很大的杀伤力。

言， 对于其他广告规模较小的企业
而言，将明星代言换成卡通形象，或
起用普通人做广告， 只要不夸大宣
传突出药品的疗效，依然可以生存。

新广告法的实施之所以在
OTC 药企中反响巨大，是由于多年
以来广告营销对 OTC 销量的巨大
拉动作用， 其中传统的四大 OTC
药企曾经收益颇多。
此一时彼一时。 随着连锁药

了自己的品牌形象，也使得哈药六
厂产值由 1998 年的 2.3 亿元快速
增长到 2000 年的 20 亿元， 创造了
销售的神话，但是到 2013 年，销售
额快速下降。
2014 年 5 月，随着哈药集团副

难实现。
葵花药业则是这几年以来广
告费用上升最快的 OTC 企业。 据
葵花药业招股说明书显示， 公司
2013 年的利润增速大幅低于营收
增速，原因就在于葵花药业在广告

店等平价销售终端的迅速崛起，
“广告 + 分销渠道” 的模 式 逐 渐
式微。

董事长、三精集团董事长刘占滨的
被调查和跳楼自杀， 标志着哈药
“广告 + 分销渠道” 的辉煌年代落

宣传上投入巨资。
在 医 药 行 业 中 ，2011 年 第 四
季度葵花药业投入广告的花费

此前，由于过分依托分销商的
终端覆盖能力，仅通过广告轰炸动
销，而忽略零售终端的主动推销能
力，使得连锁药店持续做大，在“地
面”， 渠道分销商开始回归配送职
能， 对终端销售的推动愈发有限；

下帷幕，随后三精制药也开始退出
资本市场。
而 OTC 药企的另一大巨头江
中制药，依然没有放弃“广告 + 分
销渠道”模式，频频推出初元、参灵
草、猴菇饼干。

居药品行业第四位，占排名第一
位的修正集团同期广告投入花
费的 53%。 2011~2013 年公司的广
告 费 用 为 2.27 亿 元 、2.20 亿 元 、
2.48 亿元。
虽然收入增速有所增加，但

而在“空中”，各大卫视的崛起以及
新媒体的出现致使媒体资源分流，
利用广告拉动销售的性价比持续

广告分销模式的另一代表性
企业修正药业，则因毒胶囊事件受
到巨大影响。

由于销售费用的高速增长， 直接
摊薄了净利润， 导致净利润增速
严重下滑。

走低。
目前，修正、葵花、哈药、江中
等国内 OTC 药企， 轰炸式的广告
覆盖销售模式已经不再支持其
OTC 产品的销售， 而从曝光率看，
近三年来这些企业已经很难再见
到大量覆盖的医药广告。
在过去十几年，哈药利用广覆
盖全明星的广告投放成功地塑造

此前， 修正药业号称要在 10
年 内 力 争 建 成 国 内 最 大 的 OTC
市场营销网络，到 2015 年实现销
售收入 1000 亿元，这意味着修正
药业从 2012 年起连续四年要保持
35%以上的复合增长率。 然而深陷
“毒胶囊”风 暴 以 后 ， 修 正 药 业 既
面临产品召回的损失， 也面临重
建市场信心的挑战， 千亿目标恐

北京鼎臣医药管理咨询中心
史立臣认为， 上述四家公司在发
展历程中都有很大的机会进行战
略转型，尤其在收益高位的时机，
但可能由于过往历史的辉煌造成
了企业高层的依赖心理， 不愿意
去提前忧患， 而是坐在暂时的优
良业绩面前自我陶醉， 以至错过
了转型良机。

四大巨头没落？

OTC 转战互联网营销
尽 管 狂 轰 滥 炸 式 的 OTC
广告营销将逐渐失去市场，但
并 不 意 味 着 OTC 广 告 会 持 续
萎缩。
公开资料显示，我国现有各
类 药 物 大 约 1.5 万 种 ， 目 前 有
OTC 产品 4727 个。 在 OTC 品
种中，中成药 3718 个，占 78.7%;
化学药 1009 种，占 21.3%。 在所
有的 OTC 产品中双跨产品 2300
多个， 其 中 中 成 药 双 跨 品 种 为
2000 多个， 化学药双跨品种为
300 多个。
“由 于 OTC 药 品 同 质 化 严

药企从互联网营销的受益中脱颖
而出。
在这样的背景下，具有更加
开放、覆盖面更广、投放区 域 可
以更加贴近市场、营销成本也更
加低廉的 OTC 网络营销被寄以
厚望。
事实上， 借助网络广告打响
OTC 产品品牌、做大市场的案例
并不鲜见。
据了解， 百洋医药为旗下的
儿童补钙产品迪巧投入的网络广
告费用高达总广告费用的 80%，
投入不过 1000 万元，产出却达到

星代言后， 也就意味着大部分
OTC 药企基本上会告别此前的
“空中下雨，地面接水”的电视媒
体广告了， 这样会使得很多企业
的广告成本大幅下降。
“对行业来说， 今后 OTC 药
企更加注重的是地面团队的配
合， 以及网上营销团队的小众式
营销，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的应用，
甚至可以让营销做到 1 对 1 的定
向推送， 让真正有用药需求的人
能够及时地看到药企的营销广
告。 ”袁建军说。
在袁建军看来，所谓的地面

重，一种病症通常有几十种 OTC
药品可 以 治 疗 ， 如 何 在 众 多 的

上亿元。 达因生物旗下的伊可新、
盘龙云海旗下的排毒养颜胶囊通

推广也同样重要， 网络营销对
消费者的作用是深化了对药品

OTC 药品中脱颖而出，广告效应
必不可少。 但是在新广告法之下，
OTC 企业的广告不必再向前几
大知名 OTC 药企那样在电视媒
体上巨额投入， 小而精的互联网
营销将更能改变自身在行业内的
销售格局。 ”OTC 营销人士王俊
灵告诉记者。
王俊灵指出， 随着连锁药店
的崛起， 未来 OTC 药企的主要
营销力量重心应下放给药店营销
人员。 目前很多连锁药店都在发

过网络投放广告也都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
网络营销的另一成功案例是
马应龙的新媒体营销。
作为 OTC 药企中的巨头之
一， 马应龙也曾是广告 + 分销
模式的代表企业之一，不过自从
2012 年马应龙的“痔有智趣 病
毒视频传播” 案例通过大量的
趣味视频制作与分享后，便开始
一步步转型为新媒体营销。 其视
频传播了“痔有智趣 寓教于乐”

的认识。 然而能否去药店最终
购买， 还要取决于地面人员的
推荐。
王俊灵表示，目前，传统大
型 OTC 药企过度依赖广告 + 分
销模式，大量的资金投入到电视
媒体广告和分销渠道中去，以至
于对药品的销售终端投入不足，
很多 OTC 药除非是消费者依靠
广告品牌的认知主动购买，否则
药店销售人员很难向消费者推
荐大品牌药。 如今，依靠广告建

展医药电商， 药店对互联网营销
动力十足，OTC 药企应该省下在
电视媒体投入的资金， 将利润让
渡给药店销售人员和营销人员，
这样可能会重塑 OTC 药企的销
售格局，未来可能会有一批 OTC

的品牌内涵，通过“看视频，得奖
品”、微博分享、趣味游戏、防痔
测试等内容，进行了互联网的全
面推广。
资深医药职业经理人袁建军
告诉记者， 此次新广告法禁止明

立起品牌的 OTC 药品正在走下
神坛， 消费者对 OTC 的选择也
从明星品牌转向功能疗效。“因
此， 靠药店 OTC 代表专业推荐
的模式可能会越来越受到消费
者的认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