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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时代能否撑起大健康战略 直销业务屡遭投诉

CHINA BUSINESS JOURNAL 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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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争议
本报记者 孙吉正 北京报道

美时代”）负责经营。 据《中国经济网》

作为市值破千亿的康美药业
（600518.SH）近年来不断收购和加码大
健康产品，直销业务也成为其建立庞大
产业的一部分，目前主要由旗下子公司
康美时代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

报道称，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
当竞争执法局向直销企业知会了 2017
年直销投诉情况，康美药业以 8 件投诉
量位居前列。
作为上市公司，虽然在其财报中并未
过多地披露其直销业务的发展，但根据经

销商所述，及其电子商城公告所透露的信
息显示，康美时代的直销员可以享受到除
直销产品以外的产品优惠，而“发展下线”
也是经销商们的核心业务。

务屡遭投诉的问题，康美药业方面向记者
发来文件称， 康美药业有直销牌照的背
书，并无触犯《直销管理条例》的行为。 并
表示，除广东地区以外，其经营活动主要

虽然东阿阿胶总裁秦玉峰曾多次公开表示，
阿胶的价格上涨代表了产品价值的回归， 有利于

《中国经营报》 记者就康美药业的直

是通过公司下属商业公司、自营和加盟门

销业务相关问题，联系了康美药业董秘办
及媒介部门并发去了采访函，对于直销业

店、代理商、经销商、电商平台等业务渠道
进行销售，不属于直销业务的范畴。

尤其是阿胶真假的鉴别存在较高门槛。
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教授、食品科普专

“百万身价健康俱乐部”

行业整体发展。但高价的阿胶也催生出更多问题，

家刘少伟告诉记者，目前阿胶造假问题主要存在于
以骡子皮、 猪皮等冒充驴皮作为生产原料的现象。
“
因为动物的皮毛都是由胶原蛋白构成， 如果按照
常规检测，很难分别出阿胶到底是什么制成。 要想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康美时代 （广

项。 据介绍，“
百万身价俱乐部”是由康美

户为基础， 要想成为见习主任需要拉至

10 层见点奖， 公司根据会员的级别发放

东）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为康

时代牵头，经销商共同参与成立的。 对于

少两人成为会员， 且要达到 7 至 8 万元

奖金。 在会员的经销商等级晋升之后，公

鉴别只能靠 DNA 检测，但 DNA 检测成本较高，且
很多常规机构不具备该项检测的能力。 这也成为阿

美药业的全资子公司， 康美药业在 2013
年获得了直销经营牌照， 而康美时代则
为康美药业直销业务的主体公司。

加入该俱乐部的要求， 需要经销商达到
金卡以上级别或者成为高级主任（含）以
上级别。 加入俱乐部的唯一方式就是购

的消费额； 达到主任级别则需要下线两
人成为见习主任， 或发展的下线有等额
的消费（15 至 16 万元），所有级别以此

司还有额外的奖励， 其中包括旅游、豪
车、豪宅之类的许诺。
反传销协会会长的李旭告诉记者，

胶市场鱼龙混杂的原因之一。 ” 刘少伟表示。
假阿胶、 假驴皮已经成为阿胶产业挥之不去

按照其获批的直销许可，直销范围
仅限于广东省普宁市和揭阳市， 直销

买康美的保健产品， 且可获得一系列的
保险项目。

类推。 达到总监级别之后则需要发展三
名高级经理， 高级总监需要发展 6 名高

传销的主要三个特征为： 缴纳入门费或
购买商品（或认购一定数额商品）；发展

的痛点。 实际上，假阿胶屡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
于驴皮供不应求导致的价格居高不下。
根据国家畜牧统计年鉴显示， 我国驴存栏量

产品限于康美牌西洋参胶囊。 但与直
销业务相关联的康美易创和康美时

据此， 记者联系了一名康美时代的
经销商， 该经销商向记者介绍了康美时

级经理， 首席总监则需要发展 6 名高级
总监。

下线形成层级关系；层层返利（下线投入
其上线有提成），就可以认定为传销。

已由上世纪 90 年代的 1100 万头， 下滑到目前

代， 却牵扯出规定直销地区外的地区
和产品。

代的直销制度：在加盟的会员制度中，可
根据购买的产品分为 4 个级别， 分别为

记者据此估算， 上述 8 个级别经销
商分别需要至少发展下线消费 7.5 万元、

《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规定：“组织
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 要求被发

降。 根据公告显示，东阿阿胶最近一次提价为去年
11 月，其对东阿阿胶、复方阿胶浆和桃花姬阿胶

康美时代的直销申请及注册网站名

银卡会员、 金卡会员、 钻卡会员、VIP 会

15 万元、30 万元、60 万元、120 万元、360

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 形成上下线

为易创网， 在该网站优惠顾客注册协议

员。 要想成为上述级别的会员，分别需要

万元、720 万元、2160 万元的不同额度。

关系， 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

糕出厂价分别上调了 14%、28%、25%，零售价亦做
出了相应调整。

中，明文写道：“优惠顾客也称 VIP 会员。
甲方根据乙方的累积购买产品数量，分
为三种级别， 不同级别的 VIP 会员在办

缴 纳 1900 元 、4900 元 、13900 元 、27400
元的会费。 其中，除了银卡和金卡的二次
消费可享受 8 折优惠， 其余级别会员只

高额的等级制度要求之后， 自然少
不了丰厚的提成和奖金。 其中各类奖项
包括市场培育奖、销售业绩奖、组织管理

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属于
传销行为。 ”
康美药业在回复文件中称， 公司严

根据东阿阿胶财报披露，2017 年东阿阿胶实
现营业收入 73.7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6.70%；

卡后，享受不同的产品折让。 低级别的会
员，可以累积消费金额，申请更高级别的
VIP 卡，但升级部分的消费差额不享受价
格折让。 ”
记者注意到， 在注册会员时的选项
中包含了名为“百万身价俱乐部” 的选

能享受 7.5 折优惠。
在加入康美时代的会员之后， 还将
有另一套经销商等级， 这套等级制度被
分为见习主任、主任、高级主任、经理、高
级经理、总监、高级总监、首席总监共 8
个级别。 经销商级别的上升是以发展客

奖以及全球分红。 按照其说法，每人最多
可发展 10 层网络，即 10 层下线。 其中，
销售业绩奖即发展下线的直接提成，按
照会员等级的不同，可享受 10%到 15%的
提成， 且可以享受两层业绩提成的 10%。
此外， 市场培育奖可以享受到网络下面

格按照《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管
理条例》进行市场规范，在获批区域内严
格执行商务部报备的计酬方式开展获批
直销产品销售业务，不存在违反《直销管
理条例》和《禁止传销管理条例》的情形，
不存在传销行为。

打造，满足对驴皮的需求，但根据其年报披露的信
息显示， 目前东阿阿胶仍旧依赖于从养殖场和农
户那里直接收购驴皮。 随着驴皮价格不断上扬和

600 万头， 并且还在以每年约 30 万头的数量下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0.44 亿元， 同比增
长 10.36%。 虽然东阿阿胶一直致力于全产业链的

需求的增大，其生产成本也在不断攀增。
2017 财年，东阿阿胶购买消耗性生物资产增加
7.6 亿元，比较之下，2016 财年仅增加两亿元，同比
增长 280%。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经济参考报》报

直销业务成短板？
与其他直销公司不同的是， 负责直
销业务的康美时代在上市公司康美药业

销批准的康美牌西洋参胶囊之外， 康美
的经销商仍旧通过直销模式销售各类产

售产品。
虽然在财报中康美药业只字未提康

嫌存在违法添加莲子心的行为，遭到多地
食药监部门和法院的连环处罚。

的体系之内， 因而可以从财报中获得准
确的业绩数据。 根据康美药业 2017 年半

品，包括茶叶、保健品、化妆品等等。 对于
上文所提到的加入“百万身价健康俱乐

美易创，以及康美易创与商城的关系，但记
“
积分返还
者注意到，康美时代商城的一则

2016 年 4 月， 青岛市市北区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认定，青岛医保城药品连锁

年报数据显示，2017 上半年康美时代营
收约 1.3 亿元，净利润仅为 96 万元。 而在
2016 财年， 康美时代的营收为 1.8 亿元，
净利润为 240 万元。 相比之下，虽然净利
润并未有较大幅度地增长， 但 2017 年仅
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 2016 全年营业额的
72%，康美时代的直销业务扩张速度可见
一斑。

部”的资格，即需要购买名为康美牌人参
灵芝鱼胶液的产品， 而该产品单套售价
就达到了 1500 元。
对于直销业务的发展， 康美药业在
财报中指出，直销员可在康美时代商城
平台享有特定的产品折扣；依托电商平
台整合线上资源，扩大直销员的服务群
体；具备相应资质的直销员，能以商家

规则改动公告”中提到，现商城更改会员积
分传入易创网的规则有变。 由此不难看
出，上文中所述的会员折扣，主要体现在康
康美时代
美药业所打造的垂直电商平台“
商城”中，在直销业务中，加入的会员所产
生的积分可以在该商城中兑现。
记者注意到，此前，康美药业由于食
品等产品出现问题， 遭多地食药监部门

有限公司北领分公司销售康美药业生产
的菊皇茶涉存在违法添加莲子心行为，对
涉事分公司没收非法所得。
“康美药业并不以直销业务作为获得
更高额营收的重要板块，直销模式只是为
了获得更多会员信息和数据，从而打造其
大健康平台。 也正是对直销行业的不够
了解，可能就存在一些经营上的问题以及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 除了获得直

入驻的形式进驻康美时代商城平台 销

处罚。 其中，康美药业旗下的菊皇茶因涉

投诉。 ”直销行业专家禹路告诉记者。

道，在《2018 年关税调整方案》公布后，中国海关对
规定重量未剖层整张生驴皮”的“年内暂定税率”
“
从 5%降至 2%，进口驴皮的成本进一步降低。
综合上文所述， 东阿阿胶业绩双增的背后是
对驴皮需要的激增， 也正如其经营风险所述：“存
在驴皮原料紧缺的风险。 ”
东阿阿胶正是整个阿胶产业的写照。 新华社
每日电讯曾发出质疑称， 根据阿胶生产企业的年
生产量推算，阿胶年产量至少在 5000 吨以上。 而
按照每年正常出栏 120 万头计算， 再加上驴皮进
口因素，结合原料驴皮的供应情况，全年可生产的
阿胶总数量也就在 3000 多吨。 可见，阿胶年产量
应该只有实际销量的六成左右。

无限极：发挥标杆作用 以品质回馈社会
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文／慎独

在 4 月 9 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

责任也是义务，截至目前，我们已累

日前， 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在海
南顺利闭幕， 中国的深化改革开放成为热
点，也让更多国家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 而
随着中国持续推进改革开放，以及“一带一

坛 2018 年年会 SK 早餐会“转型期
企业的新使命”上，波士顿咨询公司

计向社会捐款捐物价值超过 2 亿元
人民币。 ”无限极方面表示，公司在

全 球 主 席 Hans-Paul Bürkner 表
示， 一个公司给社会带来的良好影

内地捐建 21 所无限极小学，还开展
了“无限极行走日”“养生文化进万

路”倡议的稳步实施，也让我国传统的健康

响和这家公司良好的财务业绩之间

家”等公益活动，并捐赠 2000 万元

养生文化再一次引起广泛关注。 在此背景
下，作为致力于为大众提供高品质健康产品

拥有正向关系。对于无限极来讲，在
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 始终将

人民币设立“思利及人公益基金
会”，开展了“思利及人助学圆梦”等

的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限
极”）一方面致力于为传播健康养生文化，另

履行社会责任放在重要位置。
2018 年 2 月 5 日，“
2017 年无
限极全球暨李锦记健康产品集团企
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 在广州无
限极中心举行。 这是无限极发布的
第十一本《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多个项目。
2018 年李锦记集团董事、李锦
记健康产品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李
惠森建议关注家族企业传承， 提升
企业社会责任意识。
“推动社会进步不仅是政府、公

今年报告首次站在无限极全球
的高度，披露了无限极在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加
拿大等市场的履责行动， 并从多个
方面坚持回报社会。
在健康方面， 无限极积极倡导
健康的生活方式， 传递快乐运动哲
学。 截至 2017 年底，行走日活动累
计行走距离 582.5 万公里， 养生操
推广覆盖人群达 250 万人； 在产品
品质把控方面， 建立了全产业链质
量管理模式，构建了从原料种植、采

民的责任，也是企业的责任。 随着全
球经济一体化， 我国企业履行社会
责任的意识正在提升， 越来越多的
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主动发布
社会责任报告。 政府或机构搭建的
平台， 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领域作
用也越来越大。 ”李惠森表示，“集团
积极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管理， 带动
各界利益相关方创造共享价值，重
点关注构建健康与快乐的可持续发
展生态圈， 并结合当前消费升级的
背景， 努力发掘并满足消费者的最

购、加工、生产、配送等全过程质量
管控模式；在员工方面，为员工提供
针对性的培训， 帮助他们在职业生

新需求， 持续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
的健康产品。 ”
无限极对社会责任和产品品质

涯中不断取得突破， 让每一位员工
享有体面工作、幸福生活；在伙伴方
面， 建立完善的教育训练系统以及

的坚守，也赢得了广泛的认可。 4 月
10 日， 在由中国保健协会主办的第
七届中国保健品公信力论坛暨中国

传承发展制度， 帮助经销商在无限
极全球的事业平台上， 收获个人的

保健品公信力产品及品牌发布会上，
无限极荣获
“
第七届中国保健品十大

全方位成长；在环保方面，依靠公司
研发实力，研发出可循环周转箱，几
乎杜绝了产品运输过程中封箱胶及
填充空气泡沫的使用， 既保护了环
境又节约了物流成本。
据悉，去年 4 月，李锦记健康

公信力品牌”， 增健口服液等 3 款产
品获
“
中国保健品公信力产品”。无限
极（中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黄健
龙在发布会上表示，无限极获此殊荣
背后是公司 25 年来对产品品质和社
会责任的坚守，公司“将继续发挥行

产品集团连续第六年获得香港《镜
报》月刊颁发的“杰出企业社会责
任 奖 ”， 并 获 选 为“企 业 社 会 责 任
大使”。
“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是公司的

业标杆企业的模范作用，与行业各界
共同努力，以更严格的品质要求鞭策
自己，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一起促
进行业诚信体系的建设，共同维护良
好的行业形象。 ”

一方面顺应消费升级的趋势，推动产品结构
升级，更好地为大众提供服务。
无限极方面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带一
路”倡议的实施为中国健康养生文化走向国
际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但打铁还需自身硬，
最关键的是经得起考验的产品品质，在全球
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无限极产品在国际
质量界的优异表现，不仅展现出在拓展层面
的前瞻性和自信心， 加速健康养生的国际
化，也代表着公司坚持做好大健康产品质量
的决心。
“我们坚持弘扬中华优秀养生文化，在消
费升级的趋势下， 依靠自身雄厚的研发技术
进行产品研发，并强化产品质量管理，努力满
足大众追求高品质健康产品的需求； 同时积
极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管理， 带动各界利益相
关方创造共享价值， 重点关注构建健康与快
乐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圈。 ”上述负责人说。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黄健龙

传播健康养生文化
在日前结束的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上，中国再一次成为世
界的焦点。 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
深化和推进， 传统中国健康养生文
化也引起广泛的注意， 并涌现出包
括无限极在内的一批以大健康产品
为主的明星企业。公开资料，无限极
成立于 1992 年，是李锦记健康产品
集团旗下成员， 业务范围包括大健

“公司致力于为大众提供高品
质健康产品，每年投入上亿元用于
产品研发与技术提升，坚持做经得
起考验的好产品。 ”无限极方面表
示，随着国家扩大开放和“一带一
路”倡议的实施，为健康养生文化
走向国际提供了有利时机，但只有
质量过硬的产品才能经得住市场
的考验。

（1997）第 121 号］继 2016 年成为获
蒙特奖的健康口服液产品之后，再
次勇夺金奖。
据了解， 国际品质评鉴组织是
世界上历史最悠久、 最权威的第三
方食品品质评鉴机构之一， 专为具
代表性的世界性产品进行品质评
鉴， 无限极增健口服液的获奖也让
无限极再一次站在国际舞台的聚光

念，根植于中华数千年的优秀养生
文化，在满足现代人对健康生活需
求的同时，也成为其保持核心竞争
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优势所在。
同时，无限极方面认为，雄厚的
科研实力和严格的质量管理也给予
其致力传播健康养生文化的底气。
“我们每年投入上亿元用于产品研
发和技术提升， 与国内外多家权威

康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目
前已经成功研发生产出 55 大系列、
6 大品牌共 145 款产品， 并已在中
国内地设立 30 家分公司、30 家服
务中心，拥有近 7000 家专卖店。

2017 年 5 月，在马耳他举行的
“国际品质评鉴组织（Monde Selection）”（以下简称蒙特奖） 颁奖典礼
上， 无限极旗下 9 款产品获奖，其
中， 无限极增健口服液 ［卫食健字

灯下。
当前，健康养生文化已经成为
中国与各国开展人文交流、促进东
西方文明互鉴的靓丽名片。 而无限
极“养生固本 健康生活”的健康理

科研机构、知名学府紧密合作，拥有
多项自主科研技术及核心自主知识
产权。在质量管理方面，建立并推行
‘卓越供应链管理模式’ 成功通过
ISO 9001∶2015 等多项认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