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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查

到， 最早生产的大豆异黄酮是2002年成都一

家公司生产的天雌牌大豆异黄酮片。 但此产

品只适宜成年女性， 忌服人群服用会对身体

造成极大危害。

国家药监总局早在2009年9月2日就发文

规定，产品注意事项中应当注明“不宜与含大

豆异黄酮成分的产品同时食用， 长期食用要

注意妇科检查。”

那么是保健品，为何会当作食品批？记者

在湖南省卫生监督网上查到康琪壹佰只有两

个 卫 生 许 可 证 ， 最 早 的 批 号 是（2008）

430000－000010， 发证日期为2008年3月25

日。 并且两个卫生许可证的许可项目只有康

琪唐安牌蜂胶软胶囊、 康琪伊美牌天然维生

素E软胶囊、康琪壹佰牌液体钙软胶囊。

按最新保健食品管理条例规定，2003年7

月以后生产的保健食品批准文号证必须由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发文。 审批合格

的保健食品，瓶身上会印有国食健字批号，俗

称“蓝帽子”。如果没有，肯定违规。

《康琪壹佰，你凭什么这么牛》后续

被列入“黑名单” 涉嫌虚假宣传

据调查，康琪壹佰公司生产、销售的软胶

囊，一直以来在湖南、天津、浙江、北京、江苏

等全国各地销售。

早在2008年，青岛市卫生局将“康琪壹佰

芦荟软胶囊” 等29种不合格食品列入“黑名

单”，称这些产品在普通食品中添加保健食品

成分或宣传普通食品保健功能及医疗作用欺

骗消费者。

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2010年第一

季度违规保健食品广告监测结果，“华唐世家

蜂胶(康琪唐安牌蜂胶软胶囊)”等保健食品，

涉嫌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被曝光！

《康琪壹佰，你凭什么这么牛》经本报7月11日A03版、A04版报道

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很多网站对全文进行了转载。 11日，记者在长

沙市各大药店调查了解时发现，“大豆异黄酮”已悄然下柜。同时，也有

不少读者致电本报，揭露株洲康琪壹佰涉嫌违规的其他产品，包括羊胎

素、卵磷脂等。此前，已有多家媒体曝光。

■记者 张春祥 赵伟 见习记者 雷昕

真相曝光

“保健品”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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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

康琪壹佰持过期批文违规生产？

连日来， 本报接到不少读者来电，

称湖南康琪壹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康琪壹佰）持过期批文，生产的

大豆异黄酮无说明书， 有违规欺诈之

嫌，请求记者前往调查。

7月5日13时许，记者来到株洲市高

新区橡果园，找到了湖南康琪壹佰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进入公司，记者开启了

隐拍录像设备进行暗访。进入公司会议

室后，记者在陈列柜左侧一角，发现了

一瓶“康琪壹佰”软胶囊。拿起来一看，原

来是个空瓶，上面说明书写着：大豆异

黄酮被称为植物激素。

见此，记者拿出相机，拍摄了下来。

这时，一名中等个子的年轻女子走了过

来，“你是哪里的？有什么事吗？”“我是三

湘都市报记者， 来了解大豆异黄酮的

事。”“这个事情我不清楚，我是新来的。”

该女子称自己是公司行政部的，不愿透

露自己的姓名。

交谈中，一名戴着胸牌的中年妇女

走了过来， 记者看了一下其胸前的牌

子，上面写着：营销总监———罗友良。见

记者手中拿着瓶子样品，罗友良显得焦

躁不安，大声地称这个产品去年就没有

卖了。随后又问，“你是哪个媒体的？”“三

湘都市报的。”记者随后递上了一张《三

湘都市报》的名片，并说，“你要核实我

的身份，可打三湘都市报的电话。”

【疑问】

公司出示的批文日期竟是新近的

在采访中，记者称来公司采访前还

曾就此事采访过株洲市药监局副局长

张波，他可证实记者的身份。随后，记者

拨打了张波的电话，告诉了在康琪壹佰

采访的事，并请求株洲药监局派人前来

一同调查了解此事，电话里，张波称自

己在醴陵，一下子赶不过来。

随后， 记者将电话递给了罗友良，

罗接过电话，确定了张波的声音，说完，

记者从罗友良手中拿过电话。张波在电

话里称，已经证实了记者的身份，他会

派其他同事前来协助记者采访。

记者随后询问能否将这个空瓶子

拿走， 罗友良提出要记者写个收条，记

者表示同意。之后，罗友良突然又改变

主意，没有要求记者写收条了。于是记

者将空瓶子放进了自己的包里。

根据大豆异黄酮瓶子上的介绍，此

产呢？

罗友良称，他们生产的大豆异黄酮已

出了一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

本报记者在湖南康琪壹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采访时遭殴打 打人者叫嚣：

“我叫钱之天，家住市人大”

株洲康琪壹佰公司，本报记者在该公司采访时遭到殴打。 记者 武席同 摄

“我姓钱，我叫钱之天，我家住市人大……”

7月5日，本报记者受报社委派，前往株洲调查采访湖南康琪壹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琪壹佰）持过期批文，违规生产大豆异

黄酮的情况。谁料，记者在采访中竟遭到了该公司营销总监罗友良等人的非法拘禁，一自称钱姓男子还动手抢夺记者的采访设备，并殴打记

者，在殴打完记者后，嚣张的他还边笑边丢下了这样一句话。而整个殴打过程中，该公司还有数名员工在现场嬉笑着围观，任其施暴。

■本报记者

【乱象】 这种胶囊的身份让人犯晕

接到市民的反映后，记者近日也在长

沙市调查了解了大豆异黄酮软胶囊的销

售情况。在位于长沙四方坪双拥路上的楚

济堂大药房，记者以128元的价格，买到一

瓶“康琪100美妍美色大豆异黄酮”，瓶体

上并无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

“保健食品”蓝帽子标志。该大药房一女营

业员解释称， 康琪100大豆异黄酮不少产

品确实没这样的标志， 但也是保健食品。

而在该药房出具的发票上，亦注明了“保

健品”字样。在岳麓区银盆岭一家药店的

柜台上，记者发现竟出现有蓝帽子标识和

没蓝帽子标识的两种大豆异黄酮。

通过走访多家药店，记者发现，湖南

康琪壹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康琪

100”大豆异黄酮，不少药店都有销售。其

中部分产品一没“保健食品”蓝帽子标志；

二没说明书。当保健品在药店出售，但标

注的竟又是“湘卫食证字”。

【危害】 部分人群服用可能致癌

大豆异黄酮究竟是什么产品？ 药学

专家、中南大学生物学实验室主任、湘雅

医院专家陈玉祥教授称，大豆异黄酮是一

种功能性食品即保健品，任何保健品在销

售时都必须标注适宜症、忌服人群、服用

剂量和副作用等相关事项。

陈玉祥介绍，过量服用或忌服人群服

用植物雌激素，副作用危害极大。“小孩服

了会性早熟，孕妇服了会功能紊乱。而雌

激素分泌过高的女性服了则可能导致肥

胖症，乳腺增生，甚至演变为乳腺癌。”

“明明是保健品， 持有的却是湘卫食

证字批号，以食品身份在市场流通，这显

然违规！” 陈玉祥连连质问：“大豆异黄酮

是雌激素，雌激素能当食品吃吗？”

【回应】 批号早在去年就已过期

大豆异黄酮是保健品，为何会当作食

品批？ 记者就此电话咨询了省卫生厅。相

关负责人表示，这个2006年批的批号去年

就已过期。

具体负责批文的工作人员则解释，湘

卫食证字只是卫生许可证，产品则另有批

文。该科室人员称，他记得当时康琪壹佰

是以保健食品的名义申请的，而当时保健

品的产品许可证必须由国家药监部门审

批发文。如瓶身上没国健证字，肯定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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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诡异：是保健品却没国健证字，在市场上又当食品卖

危害惊人：产品没有说明书，若服用不当其副作用可能致癌

康琪壹佰，你凭什么这么牛

株洲康琪壹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大豆

异黄酮软胶囊。 记者 武席同 摄

金州律师事务所主任陈平凡律

师说，根据以上报道，康琪壹佰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有两处行为已涉嫌违

规。“把保健品当食品卖， 不管该产

品有效无效都涉嫌违规。”陈律师解

释，如果无效，该企业以宣传食品的

医疗效果达到增加销售目的， 涉嫌

违反广告法行为规定， 应该由当地

的工商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处罚。如

果有效， 而生产产品对人体有毒副

作用， 应该对造成损害的食用者追

加损害赔偿责任。

其次， 殴打记者的行为属于侵

权行为， 应该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

任。如果导致轻伤，还可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以故意伤害

罪追究施暴方刑事责任。

“康琪壹佰两行为

已涉嫌违规”

律师说法

大豆异黄酮是一种什么样的产品？株洲康琪壹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琪壹佰）生产的大豆异黄酮软胶囊还有何违规行为？

本报记者在前往株洲采访前，也在长沙各大药店了解了该产品的销售情况，并就此产品咨询了药学专家和监管部门。据记者了解， 大豆

异黄酮是一种植物雌激素，这种没有说明书的产品，如果让小孩服用会导致性早熟，孕妇服用则会出现功能紊乱等多种症状。而且这种产品

明明是保健品，但有的却又没有国健证字，在市场上流通时它竟然又是食品身份。 ■记者 张春祥 见习记者 雷昕

本报

7月11日

A03 版 、

A04版相

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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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胎素卵磷脂也涉嫌违规

保健食品必须要戴“蓝帽子”

11日上午，记者在长沙市各大药店

调查了解时发现，“大豆异黄酮” 已悄然

下柜。

“厂家也太黑心了，幸亏没有买。怎

么连说明书都没有，要是我买给老婆吃

了，到时小孩生下来都不知道会是什么

样子”，读者刘先生感到很不可思议。

“我也买过康琪壹佰的羊胎素，包

装盒上也没有‘蓝帽子’，这应该也是违

规的吧？” 长沙读者黄莎表示了自己的

疑虑。早在3天前，记者就对株洲康琪壹

佰其他软胶囊进行了调查。

7月9日上午，在开福区八一桥旁边

的芝林大药房专柜前，记者看到，不仅

有新装康琪壹佰大豆异黄酮，还有无蓝

帽子标志的康琪壹佰羊胎素和卵磷脂。

记者：“为什么这两种产品没有蓝

帽子标志？” 导购回答：“标志审批费用

太高了， 没有哦。” 记者：“我走了好些

店， 都没有康琪壹佰的产品了， 为什

么？”导购：“上半年康琪壹佰出事了，所

以好多连锁药店都下架了。” 看到记者

拍照，导购突然提高了警惕，前来责问。

“是药品就不能做保健品卖， 是保

健品就不能做食品卖。”药学专家、中南

大学生物学实验室主任陈玉祥教授称，

羊胎素和卵磷脂都是保健品，不能当食

品卖。 作为保健品自然有服用人群说

明。比如，卵磷脂摄入过多，会增加胆固

醇，降低自己的免疫力,不适宜长期服

用。而羊胎素也会产生副作用，如疲倦、

渴睡、注射部位形成脓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