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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C银翘片作为人们家中的常备
药，一直颇受消费者的信任。近日，广西
一家知名药企涉嫌违法使用硫磺熏蒸
的山银花及其枝叶生产药品，其出产的
维C银翘片可能涉“毒”，一时间消费者
的“用药安全”成为关注焦点。

维C银翘片是否真的含“毒”？药企
是否有虚假投料行为？ 中药行业有着
怎样的“潜规则”？记者对此进行了追
踪调查。

一问监管：
药企是否有虚假投料行为？

3月28日，因药材原料存疑，广西
盈康药业仓库中的维C银翘片被药监
部门就地封存。 盈康药业全厂停产配
合检查， 并主动召回所有批次维C银
翘片。此后，盈康药业片剂药品GMP
证书被药监部门收回， 这意味着盈康
药业失去了相关药品的生产资格。

一时间，维C银翘片含“毒”的各种
传言不绝于耳。广西盈康药业生产的维
C银翘片是否真的含“毒”？企业在生产
过程中是否存在虚假投料行为？

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有关人士称， 广西盈康药业自
2011年起， 委托广东宝山堂制药有限
公司加工维C银翘片干膏用于生产。
因广东宝山堂在生产维C银翘片干膏
时，可能以硫磺熏蒸的山银花，或以山
银花枝叶代替山银花投料生产， 药品
监管部门就此展开调查。

4月9日，广西药监部门通报，经食
品药品检验机构对广西盈康药业维C
银翘片库存和已上市产品进行检验，
重金属砷、汞、铅、镉、铜及二氧化硫的
含量， 均低于国家药典委员会公示的
限量规定。

记者发现， 检测结果在排除维C
银翘片含“毒”的同时，并没有回答药
企是否存在虚假投料等关键问题。而
广西盈康药业在接受采访时， 也回避
了是否存在以山银花枝叶代替山银花

的投料问题。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会长黄汉儒

说，山银花枝叶和花之间是有区别的，
虽然山银花的枝叶有一定的杀菌、消
炎作用，但是由于用药部位不同，两者
间效果存在差别。

业内人士表示， 由于监管部门在
检测时以是否有“绿原酸”为准，无论
是山银花枝叶或是花都能检测出“绿
原酸” 这一指标， 而两者价格差别很
大，一些企业就投机取巧，虚假投料来
谋取利益。

二问企业：
市值与消费者孰轻孰重？

广西盈康药业前身是广西医药研
究所制药厂，创建于1960年。其后与广
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联手，于2004年4
月成立广西盈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3月29日，广西盈康药业决定将所
有维C银翘片主动召回， 并送有关药
品检测机构复检。而就在第二天，广州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布了一则消息。
指出广药系股票在众多机构和无数股
民投下的“信任票”热捧下，总市值再
创出历史新高。

上市公司关注其市值和股民的态
度，本无可厚非。然而当其生产的药品涉
嫌质量问题时， 公司不及时回应公众困
惑，给消费者一个更令人信服的解释，反
而仅自喜于市值上升，人们不禁要问，面
对中成药安全的担忧， 药企究竟把消费
者摆在了怎样的位置？

4月9日， 广西药监部门通报检验
结果后，盈康药业承认，由于其上游企
业宝山堂伪造生产记录和有关单据，
公司未能及时发现， 给消费者带来了
用药安全隐患。 多位市民表示， 维C
银翘片作为治疗感冒的非处方药品，是

“广西人家中的常备药”，其质量安全容
不得丝毫马虎。

三问行业：
“潜规则”还要“潜”多久？
一位长期从事中医药行业的业内

人士向记者透露，有两个“潜规则”长
期存在中药材的流通领域：

一是以次充好， 将一些质量比较
差、 存放时间长的药材充当质量好的
药材出售， 或是以价格便宜的非药用
部位入药，此次维C银翘片涉嫌虚假投
料正属于此类；

另一个是使用硫磺熏蒸中药材，
对于药材种植户来说， 这是一种药材
保管方式， 他们对于硫磺熏蒸使用量
和方法没有概念。

黄汉儒介绍， 硫磺熏蒸是药材种
植户对药材进行初加工的一种习用方
法，目的在于防霉、防腐和干燥等。极
少量残留的二氧化硫不至于造成健康
威胁，但是如果长期大量服用，对人体
呼吸系统会产生影响。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近日
发布通报称， 为防止滥用或过度使用
硫磺熏蒸， 中药材及其饮片二氧化硫
残留限量标准将于近期发布实施。

“中药材加工生产中有多个环节，
必须从源头的药材种植户抓起， 加强
种植户的技术教育培训， 同时强化企
业责任意识。”黄汉儒建议，对于违规
违法生产的药材加工企业， 必须严肃
处理。 （据新华社南宁4月11日电）

农夫山泉近期被媒体曝出，其
广东生产的瓶装饮用天然水，逃避
广东省“高标准”而选择浙江省“低
标准”。农夫山泉还能喝吗？瓶（桶）
装天然饮用水是否有“国标”？浙江
省地方标准是否真的低于国家标
准和广东省标准？记者就此事展开
调查。

“农夫”身陷“标准门”
近日，农夫山泉被曝产品标准不

高。这一爆料信息称，农夫山泉现执
行的产品标准为“DB33/383-2005
瓶装饮用天然水”，是浙江地方标准，
但却在广东生产和销售。此外，浙江
省标准放宽了对部分有害物质的含
量 要 求 ， 低 于 广 东 地 方 标 准
DB44/116-2000。

这一消息引起公众反响，农夫山
泉被推上风口浪尖。有消费者称由于
不敢喝自来水才改喝农夫山泉的，这
下还能喝啥？

11日上午，农夫山泉官方微博
发表声明：农夫山泉饮用天然水的
产品品质始终高于国家现有的任

何饮用水标准，远远优于现行的自
来水标准。

记者从农夫山泉委托杭州市质
量技术监督检测院检测的最新产品
检测报告上看到，农夫山泉饮用天然
水的总砷实测＜0.002，镉＜0.0005，
铅＜0.002，菌落总数＜1，霉菌＜1，酵
母＜1，致病菌均未检出，检测结果各
项都合格。

标准之争“迷人眼”
从媒体披露的标准之争来看，

农夫山泉被质疑两大问题，一是在
广东采用浙江标准， 是否涉嫌违
规？二是浙江标准是否低于广东标
准和国标？

记者从农夫山泉提供的广东省
卫生厅2013年1月10日下发给河源
市卫生局回复函粤卫函【2013】21号
看到，该函指出：农夫山泉广东万绿
湖有限公司出具了浙江省卫生厅《可
执行DB33/383-2005产品标准生产

“农夫山泉”饮用天然水的企业名单》
的备案，我省无需备案。

记者了解到，根据《食品安全企
业标准备案办法》第五条：委托加工
或者授权制造的食品， 委托方或者
授权方已经备案的企业标准， 受托
方或者被授权方无需重复备案。

记者从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食品生产监督管理处看到三份标准，
《瓶（桶）装饮用水卫生标准》国家标准
GB19298-2003；浙江省地方标准瓶
装饮用天然水DB33/383-2005；广
东省地方标准饮用天然山泉水
DBS44/001-2011。

记者从这三份标准中看到，微
生物指标完全相同，统一为菌落总
数≤50，大肠群菌≤3，霉菌、酵母
菌≤10，致病菌（沙门氏菌、志贺氏
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不得检出。但
是在总砷指标上，国标为≤0.05，浙
江地标为≤0.05， 广东地标为≤
0.01。 参考之前媒体报道的广东地
方标准天然净水DB44/116-2000，
确实在多项指标上更为严格。

记者查询还发现，2008年国家
标准化委员会两次下发修改单，对
《瓶（桶）装饮用水卫生标准》国家
标准（GB19298-2003）的浊度、砷、
镉、 总α放射性标准进行修改，较
之前更严格，并增加了溴酸盐限量
标准 。 例如感官指标“浑浊度
/NTU”由“≤3”修改为“≤1”，理化
指标中的“总砷（As）/（mg/L）”由

“≤0.05”修改为“≤0.01”。

“水战”频繁“无间道”
我国饮用天然水国标缺失导

致地标林立。在瓶装饮用水细分市
场里，只有天然矿泉水和瓶装饮用
纯净水有国标可执行，可以在包装
上写明执行标准为“GB”，而饮用天
然水未有统一国家标准，各大天然
水企业都在执行企业自己制定的

“产品标准号”或标准号为“DB”的
地方标准。例如仅广东省就有饮用
天然山泉水、饮用天然净水两个地
方标准都在执行，其中涵盖范围也
较难以区别。

回顾近几年，由于“水安全”问
题获得日益关注，中国饮用水纷争
频繁， 不管是2000年的纯净水之
战，2008年相关企业的“无间道”饮
用水战，还是2009年千岛湖水质事
件，表面是各大水企之间的利益博
弈，但是最终公众的关注度都聚焦
于监管和标准上。

有业内人士认为，饮用天然水
在水类产品中占据了相当的市场
份额，不仅消费者需要一个权威的
标准来判断，监管部门和行业内部
也希望能有统一的国家标准出台，
更利于行业监管执行和行业规范
发展。

浙江工业大学生物与环境工
程学院教授潘理黎表示，食品安全
牵涉面广，错综复杂，专业领域老
百姓看不清，希望权威部门能及时
发声，并将结果公之于众，如果产
品确有问题就要严查生产厂家，如
果没有问题也要及时通报公众，以
便消除消费者疑虑。

（据新华社杭州4月11日电）

新华社记者 程群 翁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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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曾楚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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