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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底莎普爱思
除除了了广广告告宣宣传传内内容容遭遭到到质质疑疑，，莎莎普普爱爱思思被被曝曝出出的的还还有有行行贿贿

问问题题。。据据报报道道，，该该公公司司工工作作人人员员曾曾多多次次向向所所在在地地科科技技局局官官员员行行贿贿，，
多多名名官官员员已已获获刑刑。。检检索索中中国国裁裁判判文文书书网网发发现现，，多多起起官官员员贪贪腐腐案案件件涉涉
及及““浙浙江江莎莎普普爱爱思思药药业业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莎普爱思”，是英文“Sharp
Eyes”（明亮的眼睛）的音译，但
是近日来，这个寓意美好的滴眼
液陆续遭到公开质疑。12月2日，
一篇名为《一年卖出7 . 5亿的洗脑

“神药”，请放过中国老人》的文
章，经“丁香医生”发布后，引发
热议。文章列举国内多位眼科医
生说法和权威文献资料，质疑莎
普爱思滴眼液通过广告营销，误
导患者，延误治疗。

文章甫出，这家位于浙江平
湖的药企便陷落在质疑的舆论
漩涡中。

从2013年起，上海东方医院
眼科医生崔红平就多次公开批
评莎普爱思，他指出治疗白内障
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手术，目前
没有一个药物能够有效治疗，并
称这是医界共识。

记者调查发现，莎普爱思曾
多次因广告问题被处理，甚至被
要求下架停售，但它在招股说明
书中却隐瞒了这一事实。同时莎
普爱思还有多起行贿行为被司
法处理，涉及公司所在地平湖科
技局的多位官员。

饱受争议的疗效

“它如果真的治愈白内障的
话，拿诺贝尔奖是没有问题的”。
崔红平表示白内障不开刀也可
以治好是错误的观点，莎普爱思
正是利用了人们恐惧开刀的心
理进行营销。

在网购平台上，一名网友付
款后留言：“妈妈的眼睛这几年
花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就
买这个眼药水试试，反正没有坏
处。”该旗舰店客服回复感谢，但
并未咨询患者的具体病因。

这样的患者群体让眼科医
生们担忧，盲目使用，甚至只是
听到广告中提到的症状，没有检
查确定病因就开始使用莎普爱
思，很可能会让病症变得更糟
糕。“碰到过很多类似情况的病
人，未采取手术治疗，而是一直
滴眼药水，最终发展到白内障过
熟，甚至引发青光眼和葡萄膜
炎。”崔红平医生表示。

质疑网文在朋友圈传播数小
时后，“莎普爱思”官方公众号开
始晒出一堆证书，并回应称“实验
证明，莎普爱思滴眼液能达到预
防和治疗白内障的目的”。

莎普爱思表示，0 . 5%苄达赖
氨酸滴眼液对延缓老年性白内
障的发展及改善或维持视力有

一定的作用，疗效确切，莎普爱
思滴眼液是一种安全的、有效的
抗白内障药物。关于媒体报道消
费者使用公司产品出现并发症、
延误手术治疗等，经核查正确使
用滴眼液产品未发生该情形。回
应中还提到：根据《中华眼科学》
的相关解释，白内障的症状有模
糊、重影、黑影等，公司视频广告
中明确了苄达赖氨酸滴眼液的
适应症为“早期老年性白内障”。
实际上，其视频广告中原话为：

“视力减退、模糊、重影、黑影、眩
光，都是白内障的症状”。但以上
症状同样存在于其它多种眼科
疾病中。

对此专家质疑，这样的宣传
方式已存在误导消费者的嫌疑。

广告涉嫌虚假宣传

莎普爱思的广告视频中，
“早期老年性”只以黄色小字出
现，并未出现广告声音。莎普爱
思滴眼液说明书中则明确表示
该产品适应症为“早期老年性白
内障”。对此，北京京师律所张新
年律师表示，莎普爱思在广告中
故意将“早期老年性”用更小的
字体予以显示，有掩饰之嫌，其
实际目的是对药品适用范围引
人误解的扩大适用，从这个角度
讲，不符合《广告法》的要求。

另一方面，莎普爱思在视频
广告中描述：“视力减退、模糊、
重影、黑影、眩光，都是白内障的
症状”。这一点存在扩大解释的
情形。因此该广告可以被理解为
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
涉嫌虚假宣传。

张新年还表示，除以上两方
面，莎普爱思的广告明确表明预
防白内障也违反《广告法》中“药
品不得包含表示功效的断言或
保证”的要求，亦属违规行为。

在此之前，莎普爱思多次在
广告宣传上出现问题。2009年6
月，深圳市药监局通报，莎普爱
思滴眼液在广州一家知名报纸
的广告夸大药物疗效；2011年6
月，广东省食药监局通报，该滴
眼液在深圳电视台都市频道的
广告涉嫌违法。

此外，莎普爱思也曾在药品
质量上出现问题。2009年，厦门
市、广州市食药局均发布2008年
抽检不合格单位，莎普爱思产品
头孢克肟颗粒、苄达赖氨酸滴眼
液分别上榜。

然而，莎普爱思却对公众故

意隐瞒了上述事实。在它2014年6
月的招股说明书中称，“公司生
产的产品均符合国家法定标准
和公司内控标准，报告期内未出
现因违反有关产品质量和药品生
产监督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而
被处罚的情况，也未出现重大质
量纠纷。平湖市质监局出具证明，
本公司报告期内生产的产品符合
有关技术指标及质量标准，无任
何产品质量不良记录，且未受到
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的处罚。
浙江省食药监局及嘉兴市食药监
局出具证明，本公司报告期内无
因违法进行药品研发、生产、广告
发布、经营等而受到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行政处罚的情形。”

2014年浙江莎普爱思药业通
过证监会上市审核之际，《经济
参考报》报道称，浙江莎普爱思
药业多次因产品质量问题、违规
发布广告成为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等有关部门“黑榜”的常客。

公开资料显示，2011-2017年
期间，浙江莎普爱思药业共发布
了352条“莎普爱思滴眼液”药品
广告。

除被虚假广告包围外，还有
老人误以为白内障无法治愈或长
熟才能做手术，往往延误了治疗
时机，增加了发生炎症、青光眼的
风险。而在一些贫困地区，尽管经
医保报销后，普通白内障手术只
需患者自付几千元，仍有人无法
承担相应的治疗、交通费用。

12月6日，国家食药监总局
表态，要求莎普爱思药业公司应
尽快启动临床有效性试验。同
时，广告中的表述不得超出说明
书适应症的文字内容，防止误导
消费者。

每年“两个多亿”

砸出来的市场

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莎普爱
思成立于2000年，经营范围为滴
眼剂、大容量注射剂、口服溶液
剂等的生产和销售。公司注册地
为浙江省平湖市。主打产品正是
苄达赖氨酸滴眼液，商用名“莎
普爱思”。

据了解，目前北京医院眼科
使用的治疗早期老年性白内障的
眼药水是日本进口药——— 吡诺克
辛滴眼液，每瓶5毫升，单支售价
10 . 9元，而具有同等疗效的国产眼
药莎普爱思的价格则是它的3 . 99
倍。后者并未进入到北京医院和
同仁医院的药品目录。

莎普爱思公司财报数据显
示，2016年该款产品销售量为2800
万支左右，为公司提供了大量营
业收入。而全部成本（不计算销
售、财务费用等）仅4076 . 73万元，
折算下来一瓶滴眼液的成本不过
1 . 45 元，其毛利率高达 94 . 49%。

同时记者调查发现，2014 年
至2017年，莎普爱思前三季度广
告费用分别为2 . 1亿元、2 . 4亿元、
2 . 6亿元、2 . 6亿元，营收占比分别
为27 . 1%、26 . 1%、26 . 8%和31 . 9%。
针对公司广告费用占营业收入
比重较高的问题，莎普爱思表
示，主要原因在于公司产品较为
单一。目前滴眼液产品占公司营
业收入比重超过 75%（ 2016 年经
审计数据），公司通过广告投入
提高品牌知名度，弥补产品品种
单一的不足。

而2016年的数据表明，相比
高达2 . 6亿元的广告费，这一年的
药物研发费用仅有0 . 29亿元。

广告市场上的高投入，为莎
普爱思带来了巨额收益。根据
2016年数据，莎普爱思滴眼液在
零售药店市场的销售额超过8 . 38
亿元。在中国城市零售药店终端
化学药竞争格局中，占有市场份
额的0 . 8%，销售额增长率达到
13 . 8%，是国内上榜企业中增速
最快的品牌。

2016年，莎普爱思列居中国
实体药店化学药市场TOP10产
品OTC药物销售第一名。

多次行贿当地官员

除了广告宣传内容遭到质
疑，莎普爱思被曝出的还有行贿
问题。据澎湃新闻报道，该公司
工作人员曾多次向所在地科技局
官员行贿，多名官员已获刑。记者
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多起
官员贪腐案件涉及“浙江莎普爱
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浙江省平湖市人
民法院作出的一份判决（嘉平刑
初字第5 0 0号）显示，2004年至
2008 年，被告人沈平先后担任平
湖市科技局科技发展科科员、科
长期间，为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谋取利
益，非法收受贿赂。

证据显示，2 0 0 6年，沈平
非法收受浙江莎普爱思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时
亮现金1万元。

据悉，沈平主要负责各类科
技计划申报、提出各类科研经费

配置建议方案，指导管理各类计
划项目等工作。

此外，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
院2016年8月作出的一份判决（浙
0482刑初686号）显示，原平湖市
科技局信息中心副主任程某，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浙江
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吴
建伟现金1500元。

2016年3月16日，平湖市科技
局再现腐败丑闻，曾担任该局科
技管理科科长、科技发展科科长
的全俊因涉嫌受贿被刑事拘留。
当年11月10日，平湖市人民法院
作出的判决（浙0482刑初858号）
认定，全俊为他人谋取利益，非
法收受他人财物50余万元。其中
2000元现金来自浙江莎普爱思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汪某。

公司官网显示，莎普爱思先
后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浙江省标准创新型企业”、“浙
江省百家最具投资价值企业”、

“浙江省知名商号”、“浙江省商
标 品 牌 示 范 企 业 ”，还 获 得

“ 2016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工业
企业综合实力百强”、“ 2016 中
国化学制药行业优秀产品品
牌”、“ 2016 年度最具互联网影
响力企业”等荣誉。

值得注意的是，官网介绍中
提到，“莎普爱思”滴眼液是国内
第一个国家二类眼科专科新药。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莎普爱
思上市时，在该公司担任董事长
顾问、药物研究所技术咨询委员
会主任的张银娣，从1985年开始
担任江苏新药审评委员、江苏省
新药评审顾问委员、全国新药评
审专家。这一说法也在招股说明
书中得到证实。

相关资料显示，张银娣曾持
有莎普爱思前身浙江平湖制药
厂3 . 48%的股权。2004年5月以70
万元的价格将这部分股份转售
给王泉平。截止2017年第三季度
报告，王泉平系莎普爱思第二大
股东。

据财新网报道，白内障“神
药”巨额销量背后是，中国手术患
者比率不及印度一半。

学界估算，中国白内障致盲
患者约为400万-500万。目前手术
是治疗白内障的唯一方法，且成
功率很高，类似莎普爱思的神药
却仍能误导患者创下数十亿元销
量，这暴露了眼科医学领域的深
层矛盾。

综合《北京青年报》、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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