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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我国拥有糖尿病人
9200 万，而每 12 秒就有一个糖尿
病人死于并发症。 目前糖尿病并
发症，没有药物能够治疗。蜂胶是
小蜜蜂取自大自然的产物， 含有
300 多种有效物质，对血糖调节、
并发症治疗具有连降糖药都难以
相比的神奇功效。

患糖尿病的人群增多、 蜂胶
的需求量增大， 按理说蜂胶应该
像癌症药物一样，水涨船高。然而
事实是， 原本具有黄金价的蜂胶

在市面上却只能卖出青菜萝卜
价。 以知蜂堂蜂胶 0.35g/ 粒的含
量为例， 成本价应在 0.65-0.7
元。然而市面上的很多蜂胶，却只
卖 30-170 元一盒， 折算下来，有
的蜂胶每粒成本竟然不足 2 毛
钱。 这还是卖蜂胶吗？

知蜂堂和央视曝光树胶冒充
纯蜂胶的事，消费者看的也多。但
很多黑心企业， 总是想着法的造
假蜂胶、靠低价格去谋取暴利。吃
蜂胶的都是老年人，家里钱不多，

病急乱投医时往往都会上当，以
致吃到假蜂胶，延误病情。

很多人都说知蜂堂的蜂胶
贵，是贵，但也很便宜。贵，贵在知
蜂堂用的真蜂胶；便宜，便宜在每
一粒蜂胶只赚 1 毛多钱， 完全靠
薄利多销。 1 毛钱，卖个青菜、萝
卜都不只赚 1 毛钱。 但不懂蜂胶
的消费者就不理解， 像常年吃知
蜂堂蜂胶的老顾客就知道， 知蜂
堂蜂胶的价格， 吃的就是一个实
实在在！

吃的人越来越多，“黄金”却只能卖出青菜萝卜价薄利多销

蜂胶的价格乱由来已久，知
蜂堂打击假蜂胶势在必行。 但近
年来，很多假蜂胶摇身一变，挂着
添加人参、灵芝、天麻的名头，贴
着号称新西兰、 巴西进口绿蜂胶
的牌子，山鸡也成了凤凰。

其实选择蜂胶，知蜂堂建议：
不管什么价格，蜂胶既然是“紫色
黄金”，绝对不便宜，树胶、芦丁、
槲皮素等高黄酮物质加工的假蜂

胶，没真蜂胶，价格自然低；而那
些四五百元一盒的高价蜂胶，添
加了名贵药材的会破坏蜂胶原始
配比、丧失功效，至于进口蜂胶，
国内压根就没有生产商， 更加不
可信！ 高价和低价， 就是一个概
念，花冤枉钱，参加会议营销，买
到的只会是假蜂胶。

所以买蜂胶，一要选大品牌、
是专卖店的销售方式， 售后才有

保障； 二要看真功效， 只有具备
“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
功效的蜂胶才能治疗糖尿病并发
症。 三要听好口碑。

目前全国有 570 万顾客在吃
知蜂堂蜂胶，糖尿病人占 320 万，
他们吃了知蜂堂蜂胶后都说效果
特别好。这一选、二看、三听，就是
选蜂胶的秤，秤掌握好了，到哪买
蜂胶都不怕！

一选、二看、三听，很多老年人心里都缺一杆秤擦亮眼睛

随着蜂胶的功效逐渐被认可，
尤其是糖尿病人，得了并发症根本
离不开蜂胶， 必须吃蜂胶。 1999
年，北京知蜂堂成为第一家将蜂胶
生产列入产业化，并应用到糖尿病
领域的蜂产品企业。 13 年来，知蜂
堂为稳定蜂胶市场价格，给消费者
提供优质的蜂胶，工厂内的原料储
备常年保持在 160 吨以上。

2010 年前，知蜂堂已拥有的蜂
胶储备量就算三年不收购一公斤

蜂胶也能维持正常的生产销售。 但
这两年，知蜂堂蜂胶的热销打破了
这一神话。 服用人群增大、老顾客
坚持吃蜂胶时间加长，日销量突破
200 万粒，意味着就算收购全国的
蜂胶也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不得
已，北京知蜂堂被迫提出“蜂胶限
售”草案：4 月 28 日后，在知蜂堂
买蜂胶将不再赠送蜂胶。 对此，请
老顾客在四月知蜂堂厂家活动结
束之前，抓紧时机、赶紧购买！

血糖高、不用怕，吃蜂胶

血糖高是糖尿病人最头疼的
事， 糖友都知道，降糖容易，但最
害怕的是就是血糖波动， 给自己
的身体带来糖尿病并发症。

知蜂堂蜂胶不是药， 但平稳
血糖的效果确实好。 知蜂堂蜂胶
保护胰岛功能， 连药物都无法比
拟！在知蜂堂顾客中，很多人血糖
都能常年维持在 4.0-6.8 之间。

看不清、有眼病，吃蜂胶

糖尿病人的视力差，看不清，
不是老花眼，这是糖尿病并发症。
此时眼药水或药物， 虽然能缓解
一时痛苦， 但达不到彻底治疗的
作用， 知蜂堂蜂胶在防治眼底病
变方面，快者 15 天就能感觉眼睛
就清亮了，尤其是白内障，一点点
消除了！一个月左右，眼睛不再模
糊，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

有便秘、拉不出，吃蜂胶

便秘是糖尿病人最普遍的痛
苦。 一周不大便或半天跑上十几
次厕所，就是拉不出屎，一蹲茅坑
就想哭！ 知蜂堂蜂胶作为调节和
修复神经的能手， 服用 10 多天，
早晨起床时，就会有了便意，解大
便非常舒畅，哗啦啦，跟直肠子一
样。 人有三急，这一急解决啦，人
就是舒服！

腿浮肿、有肾病，用蜂胶

如果糖尿病人的腿上有大片
的浮肿， 说明肾功能已经出现了
问题，一定要及早治疗，不然很可
能就出现尿毒症。

知蜂堂蜂胶消除浮肿， 改善
肾功能，帮助肾脏快速排除尿毒，
降低尿糖 + 号， 让糖尿病人的肾
脏功能恢复正常，远离尿毒症，远
离肾病的困恼，做一个真男人！

睡不着、精神差，用蜂胶

糖尿病人睡眠不好， 白天起
来精神差，没力气，头昏脑胀，会
直接影响血糖的平稳， 还会招惹
冠心病、 脑血栓等严重疾病提前
到来。服用知蜂堂蜂胶十多天，就
能大大改善睡眠。 还有一个小诀
窍： 用知蜂堂蜂胶配合蜂王浆服
用，晚上睡觉就像小孩睡觉一样，
一觉睡到大天亮。

无毒副作用，保肝护肾

糖尿病人的并发症多，一个人
身上 3、4 种并发症很正常，但药又
不能少吃，常年大量的服药，给肝
肾及身体带来的毒副作用特别大。
知蜂堂蜂胶不仅自身无任何毒副
作用，还能减轻降糖药带给糖尿病
人的毒副作用，保护糖尿病人的肝
肾， 使糖尿病人都能健康的养病、
护病，不受肝肾损伤的困恼！

中国糖尿病指定蜂胶品牌
知蜂堂蜂胶，全面遏制糖尿病并发症

2012 年 4 月 5 日， 北京市长
安街，由全国妇联及总工会主办、
北京知蜂堂协办的“吃动两平衡、
健康家庭行”宣教活动，在中国妇

女活动中心隆重启动。 国家卫生
部及知蜂堂领导、 营养和运动领
域专家、 省市新闻媒体等代表参
加了启动仪式。 知蜂堂作为此次
活动唯一的企业方， 是中国保健
品行业真正的“金字典范”！

2012 年 4 月 16 日，知蜂堂再
获喜讯， 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召开的“药品安全百千万工程建
设推进大会”，知蜂堂喜获“质量
管理示范企业”的最高荣誉。

中国保健品行业的“金字典范”
【行业新闻】

占全国蜂胶原料一半以上
知蜂堂仍然提出“蜂胶限售”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