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民生

俗话说得好，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于美的
追求，也让整形和化妆品异常火爆。而由此衍生
出的品牌也是不尽其数，特别是近几年，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曾经的化妆品专柜纷纷打起了“药
妆”
牌。
“‘药妆’又称医学护肤品，是指从医学的角度
来解决皮肤美容问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健康科普达人吴一波给药妆的定义很简单，药妆
是介于药品与化妆品之间的产品，也就是具有一
定药效的化妆品。
化妆品毕竟是涂抹于人的皮肤上，如果含有
药物成分，可能会给使用者带来副作用。那么，这
样一个生存在两个领域夹缝中的产品，是否能得
到有效而有力的监管呢？
1 月 10 日，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司明确我
国对于“药妆”
“医学护肤品”
“药妆品”概念的监管
态度——以化妆品名义注册或备案的产品，宣称
“药妆”
“ 医学护肤品”等“药妆品”概念的，均属违
法行为。
近日，记者深入重庆主城区各大商圈对
“药妆”产品进行了走访调查。

商场内无法找到药妆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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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城各大商圈踪迹难寻，个人美容院和网上仍有销售

﹃药妆﹄消失了

05 都市圈

小区美容院打出的广告。
网上仍有药妆产品销售。

小区美容店仍有药妆在售
根据知情人的线索，记者在南岸、江北、渝北等地小区周边
进行了调查走访，发现和商场正规化妆品店和专柜不同的是，
一些街边或小区内的美容店仍有以药妆为卖点的产品在销售。
在南坪某小区的美容店内，记者看到，该美容店内的产品
批号为“卫妆准”，而非特殊用途化妆品的“卫妆特”。同时，店
家表示，自己的产品不含致敏原，严格遵守药品质量生产规
范。
“我们现在产品有好几种，
抗炎抗敏、控油祛痘、防晒都有。
”
记者了解到，除了国内的药妆品牌，还有欧美、日韩、泰国
等进口药妆。
“这个进口的要根据你的皮肤来选择了，比方说欧洲药妆
属于温和无刺激，并且抗敏性比较好，适合敏感皮肤。”该店家
表示，韩系药妆属于天然多功能，日系着重美白。
“但是这个毕
竟是化妆品，
不能代替药物使用，
只是一个辅助作用。
”
对于药妆的进货渠道，该名店家表示，自己也只是代售，如
果需要进货还要和代理人联系。
那么，除了个人美容院仍打着药妆的幌子销售产品，电商
销售平台上，
药妆是否也是踪迹难寻了呢？
记者在京东、淘宝等主流电商平台搜索“药妆和医学护肤
品”关键词发现，很多类似产品已经被屏蔽。不过，有知情人士
透露，一家名为“鸥美药妆上海专柜正品”的皇冠店铺仍在销
售，
其销售的品牌有纯然之悦、森颜树语等几个系列。
与此同时，记者在 OMEY 鸥美药妆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
看到，该品牌在上海、成都、台州、江阴、石家庄、金华等地均有
实体店开业。
有业内人士认为，宣传“药妆”的品牌实际上是在凸显自己
产品的安全性。未来，这些以“药妆”为噱头的品牌该何去何
从，
还有待时间考验。

业内人称仍有擦边球可打
据媒体报道，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2017 年中国药
妆市场规模达到 625 亿元，年增速在 20%左右。到 2023 年，预
计中国药妆市场销售额将达到 811 亿元。
一方面是销售额增速明显，另一方面有业内人士向媒体透
露，
相较于药品，
化妆品市场监管尚较宽松。

▲

22 日，记者来到南岸区金山支路，这条街上有很多销售医
疗用品和保健品的店铺。
根据线索，这里有一家名为“华中药妆”的店铺，销售医用
面膜、祛痘产品等药妆。遗憾的是，记者在这里并没有找到这
家店铺，相反一家名为“华中保健品”的商店引人注意。
“我们这
里不卖药妆，都是一些保健品。”销售人员告诉记者，附近的店
铺都没有卖药妆的产品。
随后，记者又走进了几家保健品店，都没有找到药妆类的
产品。
商场和美容店里的情况又如何呢？
22 日下午和 23 日，记者又走访了南坪商圈的万达广场和
协信星光时代广场、大坪商圈的龙湖时代天街、观音桥商圈的
大融城和北城天街，看到屈臣氏、品牌化妆品专柜等正规化妆
品店内均不见药妆等宣传。
“我们有规定，现在没有药妆这个说法了。”有化妆品专柜
的销售人员表示，药妆在化妆品圈内被禁止使用了，现在很多
产品也都不含防腐剂、酒精这些，
用的话很安全。
在屈臣氏店内，记者表示要购买韩束的化妆品，因为脸上
有过敏反应。
“我推荐你用这款理肤水，它有镇定皮肤的作用。”
一名销售人员介绍，并拿出了一款修护乳和护理水。
当被问到这款产品是不是药妆时，销售人员表示，这里没
有药妆产品。
“所谓的药妆就是产品安全系数高，像你这种敏感
皮肤，
不一定要用药品，有一些化妆品也可以缓解过敏症状。
”
“我知道你说的药妆，那种东西不靠谱。”有化妆品销售知
情人士透露，自己接待过一个顾客，在自家小区内的美容院用
了一款药妆面膜后，导致脸部红肿和疼痛。
“后来那个顾客就把
产品包装拿过来给我们看，上面都是日文，我们也不认识，后来
她去了医院诊断是药物过敏，
要是再严重点就留疤毁容了。
”

相关新闻

重庆去年破获一起
互联网美容类假药案

1 月 25 日 ，国
家药监局发布
《全国化妆品监
督管理工作
会议在京召
开开启为“美
丽 事 业 ”保
驾护航新征
程 》一 文 。
会议分析认
为 ，当 前 我
国化妆品消
费需求与人民
群众生活息息相关，化妆品安全已经成为民生关注新热点。
非法添加、假冒品牌化妆品、利用网络制假售假等突出问题
多发频发，公众的化妆品消费安全面临新挑战。我国法规配
套制度仍不能完全适应产业发展，监管技术和手段不能完全
跟上产业发展步伐，化妆品监管体制机制面临新课题。并且
强调 2019 年全国化妆品监管系统要以《化妆品监督管理条
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健全监管制度机制；以打击违法添加
和制假售假为重点，严惩重处违法行为，进一步净化市场环
境等等。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就在发文前的 1 月 10 日，国家药监局
化妆品监管司发布《化妆品监督管理常见问题解答》，再次明确
我国对于“药妆”
“医学护肤品”
“药妆品”概念的监管态度——
即以化妆品名义注册或备案的产品，宣称“药妆”
“医学护肤品”
等
“药妆品”
概念的，均属于违法行为。
同时，国家药监局表示，避免化妆品和药品概念的混淆，是
世界各国（地区）化妆品监管部门的普遍共识。部分国家的药
品或医药部外品类别中，有些产品同时具有化妆品的使用目
的，但这类产品应符合药品或医药部外品的监管法规要求，不
存在单纯依照化妆品管理的
“药妆品”
。
“目前，国产药妆规模很小，估计严格监管的可能性较小。”
有化妆品企业人士接受采访时表示，药妆只是企业宣传的噱
头，企业也可以换别的说法。
“也就是说，还有其他的擦边球可
以打。
”

2017 年底，重庆市公安局打假总队发现，重庆美容
市场上有人在销售肉毒毒素类的假药。经前期调查，
潼南人何某（男，29 岁）有涉案嫌疑。打假总队迅速与
潼南区公安局成立联合专案组。经查，何某等人从外
地购入肉毒毒素类制品，
在网上进行销售。
警方针对互联网犯罪特点，不断扩大侦查范围，逐
步查清何某等人销售假药的组织架构，并查明其仓储
窝点。去年 1 月 4 日，警方在我市多地同步收网，将何
某等在渝主要犯罪嫌疑人抓获，现场查获大量肉毒毒
素制品。经鉴定，
均系假药。
为彻查整个假药犯罪网络，警方循线追踪，多次赴
外地进一步深挖细查，逐步查清一个从国外进货非法
入境的跨国销售假药犯罪网络。2 月初，警方多地同步
实施抓捕，将程某、宋某等团伙主要成员全部抓获，一
举摧毁该犯罪团伙。
侦查情况表明，犯罪嫌疑人程某、宋某等人为谋取
暴利，共谋跨国销售肉毒毒素等美容类假药。他们采
购这些药品后，分销给包括重庆何某在内的全国多个
省市的销售商。何某等人在多地租赁民宅作为仓储窝
点，将购买的假药加价销售到美容市场，以牟取暴利。
据调查，何某等人购入这些制品时单价仅需 200 元左
右，经过包装、推销后，价格卖到了千余元。调查情况
表明，
该团伙成员银行账户单月进账高达千万元。
目前，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
施。该案正进一步侦办中。
警方提示，肉毒毒素是一种神经毒素，系毒麻类药
品，我国已纳入严格管控，目前在国内注射使用的肉毒
素类美容产品需经国家药品监管部门批准。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曲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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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公司渝BV1815营运证500110035320遗失作废
品牌婚介

美的缘 教师主办11年

招标公告
家利物业管理（重庆）有限公司逸翠庄园分公司管理
的逸翠庄园项目位于重庆市湖云街，为大型住宅项目，现
有以下事项公开招标：
重庆逸翠庄园公区绿化养护服务：1.在国内合法注
册并具有独立法人企业及注册资金 RMB300万及以上专
业服务之企业；2.公司成立不少于 3年的服务企业；3.公
司营业执照必须具备绿化养护经营范围；4.纳税资格必须
为一般纳税人，能按中标价提供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5.
能提供不少于 5个曾承接重庆市內 10万平米以上高端物
业的绿化养护服务合同以供参考。
有意投标公司须于 2019年 3月 1日前携公司数据及
相关证明文件到指定地址，经我司审核通过后领取标书，
同时欢迎贵司加入我司认可承判商，具体询联系人。
截标日期：2019年 3月 11日中午十二时正。
联系人：何小姐
联系电话：
（023
）63695014
索取标书地址：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 68号大都会东
方商厦 10F
回标地址：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68号大都会东方商厦10F

68067355也可四海 www.023yuan.com
重庆文攀贸易有限公司遗失重庆百货
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北碚商场费用发票
一张，发票代码 5000181130，发票号
码02845803，金额8100元.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德丽加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331601943Ｔ）股东
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销，请债权债务人于见
报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
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年 2月 25日

西双版纳勐海项目战略合作方征集公告
重庆宏帆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帆公司”
）因发展需要，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四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
《关于鼓励和规范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引入非国有资本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发改经体〔2015
〕2423号）文件，及重庆市国资委
《关于印发《重庆市市属国有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渝国资发〔2017
〕5号）精神，拟面向社会公开择优征集 1家合作
方，共同开发建设西双版纳勐海项目。
一、主要合作条件：1、合作项目：拟在西双版纳景洪市勐海县以公开“招拍挂”方式取得建筑用地约 1500亩，建设西双版纳
勐海项目，项目初步测算计划投资 125亿元，根据市场情况可能变动。2、股东与股权构成：战略合作方与宏帆公司共同出资注
册勐海项目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注册资本 3亿元人民币，股东两名，即宏帆公司与战略合作方。股权持有比例暂定为
宏帆公司 85%，战略合作方 15%。最终持股比例根据实缴出资金额确定。3、出资要求：以现金方式出资，宏帆公司出资金额为
25500万元，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的 85%，合作方出资金额为 4500万元，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的 15%。4、治理结构：项目
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 5名，其中宏帆公司提名 4名董事人选，战略合作方提名 1名董事人选，董事由股东会选举产生。董
事会设董事长 1名，由董事会在宏帆公司提名的董事人选中选举产生，董事长为项目公司法定代表人。项目公司董事会所议一
般事项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含）表决通过，重大事项须经全体董事三分之二（含）以上表决通过。项目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
事 1名，由宏帆公司提名。项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总经理经战略合作方推荐，由宏帆公司提名，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副
总经理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财务负责人由宏帆公司提名，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 5、其他条件：
（1
）公
司的运营除《公司法》规定之外，还须遵照《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合法运作。
（2
）在开发运营过程中，项目的开发、运营、管
理、销售、商业管理、物业管理等必须按照宏帆公司管理体系、管理规范、管理制度执行。
（3
）项目公司自持物业建成后，应按宏
帆公司的管理模式将商业管理委托宏帆公司商业管理公司统一进行招商、运营；物业管理统一由宏帆公司旗下物业公司承
接。
（4）本次合作需经宏帆公司股东会书面批复同意。
（5
）我司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的其他条件。
二、战略合作方资格要求：1、战略合作方必须具有企业法人主体资格（提供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原件及加盖
鲜章的复印件）；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提供银行出具的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无不良记录的征信证明）；3、战略合
作方及其法定代表人等无犯罪记录（提供公安局出具的无犯罪证明）；4、战略合作方主要负责人近 5年内具有项目总投资额
300亿元以上、规模 300万平米以上的大型文化旅游地产项目操盘经验。
（提供操盘简介加盖公司章）
三、拟合作方确定方式：拟合作方于公告期内向宏帆公司领取应答文件报名，宏帆实业将另行通知时间对拟合作方进行综
合评分。公告期满，若只征集到一家符合条件的意向合作方，经过宏帆公司评审通过（即综合评分 70分及以上得分）后则为最
终合作方；若征集到两个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合作方，即按照综合评分法打分，综合评分最高的意向投资人确定为最终合作
方；若没有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合作方，则终止公开征集。重庆宏帆实业有限公司对征集西双版纳勐海开发项目合作方相
关事项拥有最终解释权。
公告截止 2019年 2月 28日 17点
（联系人：周亚；联系电话：023-67760937；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北滨路西段宏帆路 28号）
重庆宏帆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 2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