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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30 起医疗广告违规

艺星医美赴港 IPO “莆田系”过度营销遭质疑
本报记者 高瑜静 曹学平 北京报道

系”中的林氏家族林国良掌控；黄

行业的财务运营状况初露。成立于

比例接近三成。

秘书王正国在接受《中国经营报》

氏家族黄德峰旗下有美联臣整
形；而陈氏家族的陈国兴、陈国雄

2009 年的艺星医美， 目前在中国
13 个省份及直辖市的 14 个城市，

过度营销的背后，是艺星医美
频发的医疗纠纷事件。 据统计，艺

记者采访时称， 艺星医美在提交
上市招股说明书后， 已按照香港

专科民营医院发展壮大的“莆田
系”医院，近年来又蛰伏于暴利的
医疗美容行业。

二人， 则一起执掌艺星医疗美容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

拥有及营运 15 家医疗美容机构。
2017 年，艺星医美实现营收 10.37

星医美曾牵涉 77 宗肖像权纠纷;
其存在 30 起医疗广告违规以及 4

联交所的要求披露最新进展。 艺
星医美屡涉医疗纠纷的具体原因

星医美”）。

亿元、净利润 1.13 亿元，其主要业

宗医疗事故。 2017 年用于罚款、纠

及应对处理办法， 公司已经在招

例如， 新三板医美行业上市
挂牌第一股华韩整形，就由“莆田

近日，艺星医美向港交所递交

务毛利率均超过 50%;2017 年其销

纷的支出高达 331 万元。

股说明书中进行披露， 其他信息

上市申请，也让“莆田系”旗下医美

售费用为 3.05 亿元， 占同期营收

凭借男科、妇科、不孕不育等

对此， 艺星医美的联席公司

也不便披露。

屡涉诉讼纠纷
公开资料显示，艺星医美曾存
在 30 起医疗广告违规以及 4
宗医疗事故。 2017 年用于罚
款、 纠纷的支出达到 331 万
元，同比上涨 59%。
医美行业的监督标准、收费标

盈利能力虚高?

准、医师资质等标准体系尚未完善

2015 年至 2017 年，艺星医美的综合净利率分别仅为 3.2%、6.8%、11%。

时，也使得医美行业成为医疗纠纷
甚至医疗事故的高发领域。

随着美容整形的流行， 医美

50.4%、54.2%、53.3%，其中，2017 年

行业更被普遍认为“暴利”，艺星医
美近日公布的上市申请文件也证

外科整形手术毛利率更是高达
63.5%。

明其盈利可观。
招股说明书显示， 艺星医美的

不过，长期以来，医美行业被
“泡沫畸形产业”，尽管毛利润
称为

付总赔偿约 260 万元人民币解决
的纠纷, 尚未解决的 5 宗肖像纠纷

营业收入由 2015 年的 4.05 亿元增
至 2016 年的 7.23 亿元， 到了 2017

很高，但净利润很低。 艺星医美表
现一样。 2015 年至 2017 年，艺星

提出的赔偿额为 71.35 万元。
记者查阅中国裁判文书网发

年增至 10.37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高
达 60%； 净利润由 2015 年的 1300

医美的综合净利率分别仅为
3.2%、6.8%、11%。

现, 2018 年 4 月 26 日, 艺星医美

万元一年翻了近 4 倍增至 4920 万
元， 再进一步增至 2017 年的 1.138

可供对比的数据显示， 新三板
上市公司丽都整形、华韩整形、荣恩

容医院有限公司侵害肖像权的起
诉书。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 196%。
艺星医美收益主要来源于美

医疗等机构，毛利润都在 50%以上，
净利润均低于 15%，最低者只有 7%。

对此，王正国表示，艺星医美

容外科医疗美容服务，包括整形手
术及注射医美服务；这之中包括各

此外，身处“暴利”的医美行业
中， 艺星医美的现金流却并不宽

类面部、身体整形手术。此外，还有
美容皮肤科医美服务、医疗美容机

裕。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艺星
医美流动负债总额约 3.53 亿元，

构管理咨询服务。 其中，美容外科
医疗美容服务的收益在总收入中

占总负债 90.5%。 公司披露 2017
年末，持有现金仅 1.2 亿元，并不

占比一直在 80%以上，还有扩大趋
势。 2017 年，整形手术服务收益占

足以偿还流动负债。
据悉，艺星医美此次赴港募资

总收益 47.8%，注射医美收益占比
38.3%，美容皮肤收益占 13.4%。

款项将用于： 合适时机收购青岛、
太原、苏州、福州、南宁和沈阳等地

值得注意的是，艺星医美的业
务盈利能力也在逐年攀升。 2015
年至 2017 年的毛 利 率 分 别 高 达

的医疗美容机构；在广州、郑州及
天津开设新的医疗美容专科医院
及在北京、上海、成都及重庆等现

据艺星医美的上市申请文件
显示， 艺星医美存在 77 宗肖像权
纠纷， 其中包括 72 宗已经通过支

又接到一封起诉杭州艺星医疗美

屡涉医疗纠纷的具体原因及应对
处理办法， 公司已经在招股说明
书中进行披露， 其他信息也不便
披露。

成立于 2009 年的艺星医美，目前在中国 13 个省份及直辖市的 14 个城市，拥有及营运 15 家医疗美容机构。

有市场以及新市场之一的广州开
设新的医疗美容专科门诊部或诊
所；投资医疗美容设备、加强信息
技术基础设施、雇佣更多高素质医
生及医疗专业人士、及加强提供医

解除设施；营运资金及其他一般企
业用途。
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
医院整形美容中心主任郑永生介
绍， 医疗美容机构的主要盈利业务

疗美容机构管理咨询服务的管理

还是整形手术。 注射医疗美容及美

本报资料室／图

容皮肤科医疗等业务主要作为医美
机构揽客、 吸引进店流量的业务。
“
不过近年来注射业务往往是医疗
纠纷甚至医疗事故的高发区， 大型
医美机构往往需要保证一定的广告
投放量，来推广、运营品牌。 ”

营销门道多
在艺星医美接受服务的客户，如果能引荐其他人到艺星门店接受服务，那么老客户将获得从新客户消费总额中抽取的一定比例返点。
实际上，拉低医美机构净利率
的因素中，营销费用首当其冲。

星、武汉艺星等分支机构工作人员
处了解到，艺星目前实施客户统一

的会员账户，只有客户再次在艺星
门店消费才能使用。

高达 92.5%；而老客户人数的年复
合增长率也达到 87.7%。

15 家医疗美容机构， 主要布局在
全国 13 个省、直辖市的 14 个城市

据艺星医美的招股说明书显
示，2017 年艺星医美销售费用为
3.05 亿元， 占同期毛利润比例高达
55%，2015 年、2016 年， 艺星医美销
售费用占毛利润的比例均超过 60%。
除广告、跨界合作宣传等传统
品牌推广渠道外，艺星医美独创的
“老带新”精准获客营销模式，更为
其
“套牢”客户。

管理制，在不同门店接受服务的客
户均纳入艺星的会员中心。所有门
店均实行“老带新”的客户返利模
式。 即在艺星医美接受服务的客
户，如果能引荐其他人到艺星门店
接受服务，那么老客户将获得从新
客户消费总额中抽取的一定比例
返点。不同的门店抽取比例有所不
同，但最高上限为 10%。 并且，返点
往往以代金积分的形式返入客户

据上市申请文件显示， 截至
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末，来
自老客户收益分别占同期总收入
的 55.3%、60.2%和 52.9%；来自新客
户的收入分别占比 44.7%、39.8%和
47.1%。 其中，在艺星医美每年至少
接受一次治疗的用户， 由 2015 年
的 3.7 万人增长至 2017 年的 13.66
万人，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90.2%。 这
之中，新客户人数的年复合增长率

另外，记者从艺星多名工作人
员处了解到，虽然艺星旗下有多家门
店，但由于区域不同，地方消费水平
有所差异， 艺星医美的不同分支机
构， 其医疗美容服务项目的收费亦
“
美杜
有差异。 例如，同样一项名为
莎综合美眼”的双眼皮手术，北京艺
星门店的起步价为 8000 多元，武汉
艺星门店的起步价为 12800 多元。
据悉， 艺星医美目前运营的

核心区。 从区域分布看， 上海、杭
州、北京、温州、成都等经济相对发
达、消费能力强的地方，更成为艺
星医美的布局重镇。
一位常年深耕整形美容的业
内人士表示，目前医美机构的设备
没有规范标准，收费就没有统一标
准。 医美机构的税收征收体系缺
乏、医美服务涉及隐私也导致医美
服务收入的隐匿性。

《中国经营报》 记者从北京艺

艺星医美在招股书的“风险因
素”中表示，公司存在会遭第三方
提起肖像权及知识产权侵权或盗
用索偿， 可能导致支出法律费用，
倘若判决不利，则可能影响业务。
值得注意的是， 艺星医美近年
在罚款、纠纷方面的开支不断上升。
公开资料显示，艺星医美曾存在 30
起医疗广告违规以及 4 宗医疗事
故。 2017 年用于罚款、纠纷的支出
达到 331 万元，同比上涨 59%。
艺星医美方面表示，在经营过
程中可能成为客户投诉及诉讼的
对象， 这可能会招致费用的支出，
并对艺星医美的品牌形象、声誉及
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上述医美业内人士分析指出，
行业标准没有建立前，医美行业很
容易鱼龙混杂。“大到全国连锁美
容医院的激光治疗，小到街边小巷
的双眼皮手术。 随着医美行业的规
模扩大， 这些乱象的隐患会更大。
而且一些违规操作注射业务的机
构引发医疗纠纷甚至医疗事故后，
对行业声誉造成很大伤害。 ”

第二类精神药品销售失控 天药股份核心子公司被罚
本报实习记者 晏国文

子公司被处罚

记者 曹学平 北京报道

因违规向不具备第二类精
神药品经营资质的医药经销商
和医药零售商销售药品， 天津
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天药股份”，600488.SH）
子公司遭处罚。
6 月 28 日，天药股份发布
公告称, 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
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对子公司
天津金耀药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耀药业”）给予警告和
没收违法所得 185.90 万元的
处罚。
《中国经营报》 记者调查
发现，此案所涉及的广西南宁
海之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之尚”）不仅不具备第二
类精神药品经营资质，甚至也
不具备基本的医药经营资质。
对 于 后 者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和天药股份相关公告均
未提及。
对此，《中国经营报》记者
向天药股份发去采访函。 天药
股份董事会秘书王春丽并未
就具体问题作答，在对本报记
者的回复函中表示，“针对此
事项，金耀药业向天津市滨海
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提交了整改情况说明和特药
自查总结。 经整改验收检查，
金耀药业特药管理制度健全，
已对特药销售客户资质文件、
采购人员身份证明进行逐一
核实。 ”

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显示，金耀药业将第二类精神药品
地西泮注射液销售给不具有第二类
精神药品经营资质的海之尚、梧州
市济民堂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济民堂”）、梧州市旭恒医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旭恒医药”），违反了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
二十条的规定。
据了解，金耀药业原为天津药
业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

化可的松系列、 注射用甲泼尼龙琥
珀酸钠等， 具备第二类精神药品制
剂（苯巴比妥钠注射液、地西泮注射
液）的生产和经营资质。
《行政处罚决定书》 列举的金
耀药业违规行为包括：2014 年 3 月
至 2016 年 4 月期间， 金耀药业向
海之尚销售地西泮注射液 213.6 万
支；2016 年 4 月至 9 月期间， 金耀
药业向济民堂销售地西泮注射液
60 万支；2017 年 1 月至 6 月期间，
金耀药业向旭恒医药销售地西泮

（含税）。
另外，2017 年 8 月 14 日，金耀
药业与旭恒医药签订了销售 12 万
支地西泮注射液的合同，8 月 28 日
将 12 万 支 地 西 泮 注 射 液 （批 号
1707261）出库，并开具了增值税专
用发票， 货值金额 25.2 万元 （含
税）。金耀药业已从天津全达配货中
心将该批药品全部追回， 后销售给
具有第二类精神药品经营资质的单
位，并给旭恒医药开具了消项发票，
但货款仍存放在金耀药业账户。 以

日发布的对金耀药业的公告，金
耀药业自身并不进行产品销售，
而是主要通过全资子公司天津天
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和天津药业
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天津金耀
集团天药销售有限公司进行产品
销售。
《行政处罚决定书》 显示，金
耀药业违反了 《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品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
即（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定点
生产企业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

资格的企业或者依照本条例规定
批准的其他单位。
对金耀药业的违法行为， 天津
市滨海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对金耀药业给予警告和没收违法所
得 185.90 万元的处罚。
对于该处罚， 天药股份公告表
示，不影响地西泮注射液的生产、销
售，也不影响其正常生产经营。“没
收的 185.90 万元占公司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

从事化学药品制剂的生产经营，主
要产品为醋酸氟轻松系列、丁酸氢

注 射 液 21.6 支 。 以 上 药 品 共 计
295.2 万支，货值金额为 160.7 万元

上合计 185.90 万元。
据 天 药 股 份 2017 年 4 月 11

定， 将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销售
给具有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经营

的比例分 别 为 0.1% 、1.4% 、0.07% ，
金耀药业已按时上缴。 ”

流入非法渠道
虽然《行政处罚决定书》已明

的第二类精神药品的经营资质。 按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

针对相关问题， 记者数次致函

查，并核实资质证照的真伪，确保不

确表明海之尚等 3 家企业不具备
第二类精神药品经营资质，但是上
述 3 家企业是否都拥有基本的药
品经营资质也令人产生疑问。
记者查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照《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第八十
九条的规定， 企业应当将药品销售
给合法的购货单位。
北京中医药大学医药卫生法学
副教授邓勇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

例》第八十二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的
规定，致使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流
入非法渠道造成危害， 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
犯罪的， 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处 5

致电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局，采访未果。
针对该事件，天药股份称，金耀
药业已按照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和
质量监督管理局的要求完成整改，

再发生类似事件。 ” 在销售管理方
面，金耀药业表示将
“明确规定客户
资质审核的各项内容和要求， 完善
系统管理， 对客户资质进行系统管
控；对新增客户进行现场审计，查验

示系统发现，只有济民堂和旭恒医药

采访时表示，
“
药品经营资质是麻醉药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

并在资质管理、销售管理、生产运输

资质证照原件， 实地核实客户的各

的经营范围包括药品和医疗器械的
批发和零售。而海之尚的经营范围为
家居用品、电子数码产品、服装鞋帽
等的销售，与医药经营毫无关系。
这意味着海之尚并不具备药
品经营资质，更不具备要求更严格

品和精神药品经营资质的大前提。 第
二类精神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向不具
备药品经营资质的企业进行销售的
行为，既违反了《麻醉药品和精神药
品管理条例》，也违反了《药品经营质
量管理规范》，应同时进行处罚。 ”

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
的， 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5 倍以下
的罚款； 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其药品
生产、经营和使用许可证明文件。
海之尚不具备药品经营资质,
显然属于非法药品购销渠道。

管理、 人员培训及档案管理四个方
面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制定
了管理措施。
在资质管理方面， 天药股份表
示，“
金耀药业对涉及麻醉药品和精
神药品的商业客户资质进行逐一排

项真实情况； 制定客户采购数量预
警限，对异常采购情况及时关注。 ”
公司将吸取本次教训，进一步加
“
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 严格执
行特殊药品相关管理制度， 杜绝再次
发生类似情况。 ”天药股份最后表示。

金耀药业成为天药股份的控股子公
司，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金耀药业被收购后发展迅速，
已成为天药股份旗下第一大子公司。
据天药股份年报，2017 年，其扣非净

利润为 9529.96 万元，金耀药业扣非
归母净利润为 8439.01 万元，金耀药
业已成天药股份净利润的主要来源。
“公司收购金耀药业后，完善了
皮质激素类药物和氨基酸类药物的

布局，促进公司向皮质激素类药物和
氨基酸类药物下游产品的延伸，大大
提升产品附加价值。公司的战略方向
由
‘
原料药为主’转变为
‘
原料药与制
剂并重’， 充分发挥原料药和制剂业

务的联动优势，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结
构。 2017 年公司制剂产品毛利率为
66.98%， 高于原料药品种毛利率，为
公司快速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
用。 ”王春丽对记者表示。

核心子公司
2016 年 5 月 27 日， 天药股份
发布《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
案》，拟以 11.80 亿元的价格收购金
耀药业 62%的股份。 2017 年 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