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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消

业绩下滑、两大股东离场、高层更迭频繁，定位失误

畅销品被假冒
中小企业遭遇打假困境

椰岛鹿龟酒走向“不归路”？
本报记者 刘腾 北京报道

曾经的保健酒老大正遭遇业
绩、利润大幅滑坡和负面新闻的双
重打击，企业陷入内忧外困之中。
近日， 知名保健酒品牌椰岛
鹿龟酒因被查出含有违禁药物

D3

而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产已经恢复，但是公司股票在 8 月

-862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滑 613%。

（以下简称“国家食药监总局”）通
告。 为 此 ， 海 南 椰 岛 集 团 股 份

3 日仍遭遇跌停， 至 9 月 1 日收

“海南椰岛业绩下滑， 导致现
在管理人员缺失，海口市国资委派

近日，北京圣安百草生物技术公

有 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椰岛”，
600238.SH）分别在 8 月 3 日、8 月

盘，股价下跌至 10.14 元 / 股。
海南椰岛半年报显示， 公司 1
至 6 月实现营收 1.88 亿元，比上年

驻的代表董事长、总经理一肩挑。”
一位业内人士评论，“这家曾经的

19 日、8 月 31 日发出公告予以澄
清， 表示经复查未含违禁药物，生

同期下滑 12.7%， 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保健酒老大，失误就失误在把产品
仅仅定位在礼品上。 ”

司（以下简称
“
圣安百草”）向《中国经
营报》记者提供线索：其公司的核心产
品
“
圣宁油”在用户心目中的口碑不

遭遇违禁药物通报

本报记者 黄荣 北京报道

错，但近来却受到仿冒产品的困扰。
圣安百草所遇到的问题并非个

案，好不容易研发成功，并培育成熟
的产品被其他公司仿冒， 却因不达
立案条件而无力打假， 这一尴尬的
现状也困扰着众多以创新而快速成
长起来的中小企业。 为此，记者以圣
安百草的遭遇为线索， 对假冒产品
的运作过程以及操作手法， 进行了
一番调查。

售假过程全揭秘
即便此次风波只涉及海南椰岛的椰岛鹿龟酒一个品类，但是波及的却是椰岛整个品牌。
今年 5 月， 河北省石家庄市的

名称、包装、生产地址均相似，但假品

7 月 31 日， 国家食药监总局

孙先生接到自称是圣安百草总部人

包装简陋，没有生产日期、批号及产品

发布《关于 51 家保健酒、配制酒
企业 69 种产品违法添加行为的

员的电话推销而购买了圣宁油，但
收到货后却发现并非正品。 他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称，一位自称
“圣宁油

说明书。陈如刚表示，公司一直在收集
造假售假公司和被骗客户的信息，并
且已经向北京和西安两地的相关工商

公司的客服人员”打电话给他，说他

部门和公安部门进行了情况反映。

们正在进行优惠促销活动——
—
“买
六送一”。孙先生因为是圣宁油的老
顾客，因此就马上订了几盒。

据圣安百草查询受骗用户提供
的快递单及用户来信反映， 他们收
到的圣宁油假货，发货单位为“
北京

但是当他从快递员手中收到货
并付完钱后，却很纳闷：这批产品，

万宝德科技有限公司”。但记者登录
北京市工商局网站， 并没有发现该

无论是包装、外观，还是质量都跟以
前的不一样， 尤其是他发现这批产
品明显
“药油浑浊分层”。 在警惕之
心下，他多次拨打此前的推销电话，
却一直无法打通。于是，他就联系圣

公司的注册记录。
记者以购买者的身份拨打了
“北京万宝德科技有限公司” 的电
话， 自称是该公司订购部的女性客
服人员称：“这里是圣安百草总部，

本报资料室 / 图

安百草，希望能问个明白。
在接到投诉后，圣安百草让孙先生
把产品寄回公司，才发现原来是假货。
圣安百草董事长陈如刚透露，目

圣宁油只可以通过电话订货， 没有
其他渠道订购。目前有优惠活动，买
三瓶送一瓶，买六瓶送两瓶，通过中
国邮政发货，三至五天到货”。

通告 （2015 年第 45 号)》(以下简
称“通告”），海南椰岛生产的椰岛
鹿龟酒有 1 种产品， 涉嫌违法添
加行为。
国家食药监总局通告显示，
初步查明违法添加西地那非的有
15 家企业， 正在调查的涉嫌违法
添加的有 25 家企业；而违法添加
他达拉非、硫代艾地那非、伐地那
非、红地那非等（均为与西地那非
类似的化学物质）的有 5 家企业；
正在调查的涉嫌违法添加的有 7
家企业，海南椰岛正列在这最后 7
家企业中。
国家食药监总局要求这些企
业立即停止生产，就地封存违法产
品，召回全部在售产品，并将去年

一位业内人士评论，“
这家曾经的保健酒老大，失误就失误在把产品仅仅定位在礼品上。 ”

以来生产、销售数量及销售流向报
告当地县级食药监部门，同时要求

士说，“我们立即组织了专家小组
赶赴当地。 ”

生产销售。 ”
即便此次风波只涉及海南椰

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通告的
7 月 31 日正逢周末，8 月 3 日股

前他们公司已经接到不少类似孙先生
这样的顾客的投诉， 顾客受骗的过程
基本一致： 即冒充公司总部客服人员

更讽刺的是，当记者以老顾客的
身份向上述客服人员询问商品是否有
假货时，该
“
客服”人员言之凿凿地表

省级食药监部门汇总企业停产、封

海南椰岛证券部工作人员蔡
先生表示，这是一次针对违禁添加

岛的椰岛鹿龟酒一个品类，但是波
及的却是椰岛整个品牌。蔡先生承

市开盘，海南椰岛即遭遇跌停。 这
并非海南椰岛近来遭受的第一次

进行电话促销， 然后通过快递把假产
品送达顾客，最后，快递员收钱走人。

示：
“
全部为正品。”而对于为何产品包
装中没有说明书的问题，她称：或许是

物的专项检测，但是通告中椰岛鹿
龟酒只是列在涉嫌非法添加的企
业中，并没有确定企业为故意非法
添加。
“你可以看我们 8 月 31 日发
布的公告，经过海南省食药监局之

认， 事件对企业有比较大影响，一
些地方的食药监局纷纷将多个品
类的椰岛鹿龟酒下架。
“西地那非俗称伟哥， 属于
处方药，药品是严禁添加在保健
品中的。 ”中国保健协会副秘书

挫折，该公司在 8 月 7 日发布半年
报称，今年上半年业绩由去年同期
的 2.154 亿元下滑到 1.880 亿元，
下降 12.72%，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的 净 利 润 由 4160 万 元 下 滑 到
148.5 万元，下降 96.43%，归属上

记者在拿到一份圣安百草提供
的假冒圣宁油产品也发现，与真品的

物流包装没有装上，后期可以单独发
货，说明书要几份有几份。

在记者采访中，
“北京万宝德科

记者从孙先生等圣宁油老顾客

后的检测， 没有发现产品问题，而
且我们赶赴四川，经当地食药监部
门再次检测，也没有发现问题，”蔡
先生说，“
8 月 29 日， 海南省食药

长贾亚光介绍，目前在一些地方
保健品品牌中，私自添加违禁药
物的现象仍然不少，但是作为全
国知名品牌，出现这种情况比较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 166.7 万
元 变 为 亏 损 861.7 万 元 ， 下 滑
617%。 违禁药物事件无疑对海南

技有限公司” 一位李姓订货部人员
称： 目前圣宁油在京东上并没有出

处了解到：“北京万宝德科技有限公
司”的推销人员不仅知道他们的姓名、

售，之前只在淘宝上卖过，但目前淘
宝店已经卖空了， 只能通过电话订

地址、电话，而且还非常清楚他们在什
么时间购买了产品，购买了几次，以及

监局已经来函通知我们可以恢复

少见。

椰岛是雪上加霜。

购。 但陈如刚表示，这与目前圣安百
草圣宁油在京东、1 号店等平台均有
官方旗舰店的实际情况不符。
据陈如刚介绍， 圣安百草有自

每次购买的具体数量与金额。显然，圣
安百草的客户信息被泄露了。
陈如刚表示， 能够知道这些用
户信息的，除了圣安百草客服工作人
员外，就是快递公司。 但如此全面的
邮购客户信息，不是一般的客服人员
的权限所能掌握的。 陈如刚认为，快
递公司或快递员泄露其公司客户信
息的可能性最大。由于其产品的销售

存、召回情况，于 8 月 15 日前报告
国家食药监总局。
作为国内知名保健酒企业，
海南椰岛立即认识到这一通告
对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8 月 3
日，海南椰岛发布公告，称经自
查和海南省食药监局抽查没有
发现问题。
“这是四川绵阳地方食药监局
的一次抽查， 抽查前没有告知我
们，只是抽查后给了零售超市通知
书我们才知道，” 海南椰岛一位人

管理不善陷入困境

快递公司或泄露客户信息

半年报的经营业绩大滑坡
并非猝然而至，实际上去年海南

先生解释， 是因为今年上半年公
司原来的房地产产品正好销售

雷立来自于海南椰岛最大股东海
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任该

股有限公司与深圳市东方财智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海南椰岛股

椰岛的业绩依然大幅下滑，而今

完，业务回落。

公司董事长、党总支部书记、法定

份转让协议》， 深圳市富安控股有

己的全国客服中心， 异地客户购买
圣宁油产品都是通过物流公司快递
至全国各地。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 圣安百
草给客户邮递的产品， 都是从位于

年上半年只是去年趋势的延续
而已。

“海南椰岛由于业绩下滑，管
理上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动荡，总经

代表人。从 2013 年 1 月开始，雷立
一直担任海南椰岛董事长。

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 5000 万股海
南椰岛无限售流通股以大宗交易

北京朝阳区的圣安百草全国客服中
心发货， 但孙先生等用户收到的假

是采用电话订购、 货到付款的方式，
因此从客户那里直接收到钱的是快

据该公司今年 3 月发布的
2014 年年报， 营业收入即从 2013
年的 9.11 亿元下滑至 4.92 亿元，
几乎下降一半，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理不断辞职， 要搞好这家企业，起
码应该先找好一个能长期施展企
业经营方针的总经理。 ”曾在海南
椰岛任过管理职位的行业人士王

“国资委的人并不熟悉竞争激
烈的酒类市场业务，自从 4 月总经
理曹雅群辞职以来，海南椰岛的管
理层就是一个架子，好比‘看守内

或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后者，转让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1.16%。 转
让完成后，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
司持股比例降为 2.23%。

冒产品的发货地址是北京市丰台区
国际中心， 而且货物是从内蒙古赤
峰发出的，实际发货单位为
“赤峰锐
迈商贸有限公司”，公司经理叫李晓

递员，而快递公司只需要将货款的一
部分返回给发货客户即可，并不关心
顾客收到的是真货还是假货。
事实上，目前快递公司作为提供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从
2013 年 的 1.08 亿 元 下 降 至 亏 损

锦明（化名）说。
今年 1 月，任职两年的海南椰

阁’吧。 ”王锦明比喻。
有知情人士称，海南椰岛创业

今年 2 月 4 日，海南椰岛发布
公告称， 经海南省国资委的同意，

东。 记者随即联系李晓东，他声称：
自己是一家快递公司， 圣安百草把

物流服务的第三方， 在服务质量，尤
其是顾客信息安全方面，尚缺乏有效

1161 万元，下滑 110%。
海南椰岛的业绩下滑很大程
度上来自于房地产业务的下滑。
2013 年海南椰岛实现的 9.11 亿元
收入中，房地产收入为 4.91 亿元，
占比 54%，酒类业务 3.61 亿元，占
比 40%。 2014 年，房地产业务下滑
至 1.92 亿元，下滑超过一半，占比
39%； 酒类业务 2.42 亿元， 占比
49%，下滑 1/3。
而今年上半年， 房地产业务
只实现了 7478 万元收入，比去年
同期下滑 17.4%。 对于房地产业务
的不断滑坡， 海南椰岛证券部蔡

岛原总经理李大刚辞职，随同他一
起辞职的还有副总经理兼董事会
秘书李勇。 而此前几天，海南椰岛
还公告称监事会主席杨芳红因个
人原因辞职。 短短一个月，就有 3
名高管离职。
随后，来自第二大股东的曹雅
群担任公司总经理，但是仅仅干了
3 个月，曹雅群也宣布因个人原因
辞职。
“
现在的总经理是由董事长雷
立兼任， 由于是董事长暂时兼任，
尚没有发布公告。 ”海南椰岛一位
人士解释称。

期的高层离开后，公司进一步呈现
下坡路，而第一大股东海口市国资
委和第二大股东深圳市富安控股
有限公司为争夺公司控制权存在
一定的内斗。 2009 年，属于“宝安
系”的富安控股有限公司在二级市
场介入，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不过， 在经营业绩不断下坠
的压力以及政策等因素的作用
下， 两大股东目前已经撤离或即
将撤离该公司， 只在管理上留下
一个架子。
2014 年 10 月 20 日， 海南椰
岛公告第二大股东深圳市富安控

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拟
将所持有的全部国有股份转让，正
在征集受让方。
3 月 30 日，海南椰岛公告称，
海口市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与海南
建桐完成了股份转让协议的磋商
并且于 2015 年 3 月 30 日签署了
《海南椰岛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7873.7632 万股国有股份之股份转
让协议》， 正在等待国务院国有资
产管理委员会批准。
两大股东的离场和高层的更
迭，让海南椰岛的不利的经营局面
更为严峻。

货发给他们，他们再给客户发货。
但记者随后向圣安百草求证，
陈如刚表示， 从未与赤峰锐迈商贸
有限公司有任何业务往来， 也没听
说过李晓东这个人。经记者查询：李
晓东的手机号隶属于辽宁朝阳。

地规范与监督。 一些快递公司至今仍
坚持不付款不让开箱验货，这一做法
也让顾客有可能在开箱验货环节避
免受骗的最后一个环节，也失去了保
障自己消费权益的机会，同时也让骗
子公司钻了快递业务流程的空子。

在经营业绩不断下坠的压力以及政策等因素的作用下，两大股东目前已经撤离或即将撤离该公司，只在管理上留下一个架子。

被指定位失误
海南椰岛主要倚重于中秋、年末的礼品市场，最终大幅落败给劲酒。
对于海南椰岛进入房地产市
场，王锦明认为是正确的，因为海
南椰岛有不少的土地储备，大约有

“
多年来， 海南椰岛的椰岛鹿
龟酒只做送礼的礼品市场，但是它
的价格并不贵，现在几十元钱一瓶

合北方人的口味。”王锦明分析，更
重要的是，海南椰岛主要倚重于中
秋、年末的礼品市场，最终大幅落

海南椰岛当日的辉煌和强大
的市场推广不可分割。 有统计显
示，2000 年时，央视酒类投放广告

“2300 亩”， 未来这些土地储备仍
有潜力。
中投顾问食品行业研究员梁

的酒水用来送礼？ ” 王锦明评论，
“
椰岛鹿龟酒赖以生存的礼品市场
已经处于崩溃状态。 ”

败给劲酒。
相比之下， 劲酒采用的是扎
扎实实的深耕餐饮市场， 年复一

金六福第一，为 1 亿元，而椰岛鹿
龟酒以 7800 多万元排在第二位。
而现在，椰岛鹿龟酒在市场上鲜有

铭宣认为，今年上半年国内保健
酒市场仍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市
场空间已经从 10 年前的不足 10

有行业人士称，10 年前，海南
椰岛曾经希望大规模进入北京市
场， 以其高端产品为主打， 推出

年， 最终胜在了不断积攒的市场
功力上。
2003 年， 上市 3 年的海南椰

投放。
“公司今年在市场上减少了投
放力度，这也是酒类产品销售下滑

亿 元 增 长 到 2013 年 的 超 过 130
亿元，房地产市场也在一系列利
好政策的刺激下逐渐回暖，可见
造成海南椰岛企业亏损的原因
主要在于保健酒业务经营出现

160 元一瓶的保健酒，主做礼品市
场。 但是，在主推一年以后，海南
椰岛花了不少真金白银， 最终败
下阵来。
“和其主要对手劲酒相比，它

问题。

的味道太苦，颜色也太淡，不太符

岛达到了业绩上的巅峰，实现营业
收入 10.13 亿元，而劲酒只有 4 亿
元，海南椰岛成为保健酒行业的老
大。但是如今，劲酒相关人士透露，
2014 年业绩达到 75 亿元，而海南
椰岛下落到 3.61 亿元。

的原因。 公司已经认识到这一点，
已申请通过发行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的方案，拟募集总金额不
超过 8.2 亿元，其中就有增加市场
投入的预算。 ”椰岛鹿龟酒证券部
蔡先生说。

小企业维权打假路漫漫
陈如刚表示， 因为上当受骗和
骗子公司的频繁骚扰， 不少用户已
经对圣安百草的产品与服务产生了
质疑。在短短几个月里，圣安百草的
全国邮购销售下降了一半。 其产品

140 条有明确规定， 可以向市场相
关部门也可以向公安部门投诉。 因
此， 邱宝昌建议圣安百草可以按照
法律法规维护自身的权益， 进行必
要的调查取证， 并向相关部门举报

被假冒， 不仅让公司蒙受了巨大的
经济损失， 更对企业的声誉带来了

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但是，陈如刚却表示，尽管圣安

恶劣的影响。
对于圣安百草所面临的困扰，
中消协律师团团长邱宝昌认为，市
场监管很重要， 必须管住生产和销

百草在打假路上并不含糊， 但还是
遭遇了打假难：因案值、属地管理等
原因，不达相关部门的立案条件。比
如，公司已经调查取证，但由于生产

售环节，对人民的健康负责，杜绝假
冒伪劣产品生产流通。 相关部门要
定期地抽查或不定期地检查来避免
此类事情的发生。
邱宝昌分析认为， 企业应该公
平竞争靠自身实力说话， 而不是傍
名牌假冒其他产品，这是违反《反不
正当竞争法》的。假冒和伪造别人的

地在西安， 当地公安跨省办案难也
导致案件一再搁置。
事实上， 假冒伪劣产品已经严
重影响了企业正品的市场信誉与正
常经营， 诚信的营商环境更被企业
及消费者所期待。 与一些有成功的
治理假冒伪劣经验的国家相比，我
国目前在法律上的惩罚力度仍很不

商标让消费者产生误认误购， 这在
《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

够。 如今在全社会都倡导“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时代，保护创业和

保护法》中都有明确规定，企业可以
就其违法行为向相关部门投诉。 假
如销售的是不合格的商品， 如伪劣
产品可以按相应的数额 《刑法》中

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合法利益， 营造
一个诚信的营商环境显得更为迫
切， 而相关部门的相关管理法规与
办法也应与时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