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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国成为可口可乐的安全栖身之地：可口
可乐如何影响中国的肥胖科研与政策
葛苏珊（Susan Greenhalgh）在本文中探究的是，作为一家软饮料巨头公司，可口可乐公司如何在西方市场日渐萎缩

的背景下在中国树立企业形象、开拓在华市场。

自

2001年美国卫生
总监（US Surgeon
General）呼吁美国民众
抗击肥胖流行病以来，
软饮料行业已成为众矢
之的。最近的调查揭示了该行业的反击措
施——从阻扰纽约市实施大杯饮料禁售令，
到反对限制碳酸饮料，再到资助运动专家宣
扬减肥的最佳方法是锻炼——软饮料巨头“
大汽水”（Big Soda，特指美国三大软饮料
生产商：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胡椒博士）
坚持捍卫着自己的利益[1-4]。然而，随着美
国碳酸饮料销量的直线下降，软饮料行业正
在输掉这场战争[5]。
在美国市场的萎缩之下，软饮料公司将
目光投向发展中国家，尤其瞄准中国这样的
新兴市场，与“现代化”和“美式生活”相
关的产品营销模式在这些国家有着巨大的市
场潜力[5 6]。直到现在，中国高度市场化的政
治经济和对西方文化的推崇仍使一些跨国公
司（特别是具备一定官方联系的跨国公司）
能够有效管理风险、规避限制、蓬勃发展。
这一点对于软饮料巨头中最大、最著名
的品牌可口可乐(Coca-Cola)公司来说更是如
此。按销量计算，中国目前是可口可乐的第
三大市场[7]。根据可口可乐公司前首席执行官
穆塔尔•肯特（Muhtar Kent）的说法，中国人
口众多，且在未来仍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因
此“对未来的业务增长至关重要”[7]。
然而，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取得成功的
秘诀并不仅仅在于政治关系的建立和产品、
营销战略的本地化，更重要的是，通过搭建
一个由机构、资金和个人联结的复杂网络，
可口可乐公司已经可以影响卫生政策。它巧
妙地将自己置于幕后，通过一个国际科研机
构的中国办事处施加影响，以确保政府抗击
肥胖症流行的政策不会损害其利益。这个机
构叫做国际生命科学学会（ILSI），由可口
可乐高管40年前在美国创办，其中国办事处
设在卫生部下属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这一从属关系为ILSI中国办事处
的资助企业与政府官员建立联系提供了得天
独厚的条件。此外，ILSI中国办事处对自己
的定位是向中方提供西方研究成果的高等科
研机构。
批评者称ILSI是食品行业的
代 言 人 ， 但 就 这 一 机 构 到 底 是
如 何 运 作 的 ， 人 们 知 之 甚 少 [8]。
作为一名中国问题研究者和人类学家，笔
者试图对中国政策制定的“黑匣子”一探究
竟，2013年底，为进一步了解中国日益增长
的肥胖症流行，笔者在北京对肥胖问题专家
the bmj | BMJ 2019;364:k5050 | doi: 10.1136/bmj.k5050

们进行了数十场访谈。在1991-2011年这二十
年间，中国成年人的超重或肥胖率从20.5%上
升到了42.3%[9]。后来，这项访谈工作扩展成
一个为期四年的研究项目，研究结果发表在
最近的《公共卫生政策期刊》（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Policy）上[10]，研究资料涉
及数百份档案、通讯、年鉴和可持续发展报
告、税务文件和网页。研究过程中，一个清
晰的图景开始显现——中国应对肥胖问题的
卫生政策是如何发展，解决肥胖问题的策略
重心是如何由饮食限制转移到运动上，而这
也恰恰与软饮料巨头倡导的策略不谋而合。

酝酿和铺垫
ILSI由麻省理工学院培训的食品技术专家，
时任可口可乐高级副总裁的亚历克斯•马拉斯
皮纳(Alex Malaspina)于1978年在华盛顿特
区创立，是一个由企业资助的国际非盈利组
织。网站介绍称，“在这里，业界、政府和
学术界相互合作，提供改善人类健康以及保
护环境的科学证据”[11]。
同年，可口可乐在撤离大陆30年后重返
中国市场，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大陆的外
企。马拉斯皮纳也在当年访问中国，寻找可
与之合作的当地知名科学家。他很快就锁定
了陈春明，一位国内顶尖的营养学家，与政
府高层也有联系。1983年，陈春明创建了中
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出任首任院长[12]，该科
学院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前身，隶属
于卫生部。在1993年离任科学院后，陈春明
出任ILSI新成立的中国办事处（ILSI中国办
事处）主任直到2004年(到2018年去世之前她
都是ILSI中国办事处的高级顾问)。
在2013年访谈陈春明时，陈和她的副手
向笔者解释了早年ILSI中国办事处对她的吸
引力。当时卫生研究对政府管理而言是个不
小的负担，公共卫生经费短缺。因此，建立
一个非政府机构有助于政府从更广泛的渠道
寻求资金，把西方科学的先进理念引入中
国，扭转中国科学的落后局面。
“马拉斯皮纳对我们帮助很大，他带来了
中国所缺乏的国际新知识。”陈春明认真说。
她认为这些新知识能促进科学的迅速发展，并
能为中国赢得国际尊重。尽管陈离开了政府部
门，但她的意见对卫生部仍有相当的份量。
在陈看来，这次合作预示着双赢的蓝图：不
仅能为中国带来全球联系和影响力，还能利
用国际经验在这一政府无暇顾及的领域影响
国家政策、推动公共卫生的发展。
ILSI中国办事处对自身的定位（同时也
被广泛视为）是政府、学术界和业界之间的
桥梁，为有关营养（特别是肥胖和儿童早期

发育)、食品安全、慢性病防控等公共卫生政
策制定提供最新的科学依据[13]。陈说， ILSI
中国办事处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仅召开会
议，而且“将实证融入政策制定”。
ILSI由包括可口可乐、雀巢、麦当劳、
百事可乐在内的数十家公司资助，并设立年
度捐赠标准。企业自行决定捐赠数额，并不
时为特定活动提供额外资助，但资金和预算
细节不得而知。正如ILSI执行董事苏珊娜•哈
里斯(Suzanne Harris)对笔者所说，华盛顿的
ILSI总部允许中国办事处“自行安排”。ILSI
中国办事处没有董事会，允许陈和她的副手
按照他们认为的最好方式运作。陈春明也热
情地表示：“我们非常自由，可以做任何喜
欢的事情。”
提供不受商业偏见影响、高质量的科学
证据和政策建议是ILSI中国办事处使命感、
科学性和高效率的基础。由于ILSI中国办事
处的领导和专家们严格执行不打广告、不推
荐公司产品的规定，他们坚信自己不受任何
外界影响。陈春明也表示：“相关企业很清
楚这不会带来任何商业利益。”
多年来，马拉斯皮纳和陈春明保持着密
切的合作关系。在一封庆祝ILSI中国办事
处成立20周年的公开信中，马拉斯皮纳表
示，ILSI中国办事处“在我心中有着特殊
的位置，成为了我访华期间里最美好的回
忆……非常感谢你们的友谊和辛勤工作，让
许多梦想变成现实”。[12]

体育运动是如何取代营养膳食的
1999年起，ILSI要求其分支机构将肥胖症问
题提上日程，ILSI中国办事处迅速跟进，并
确立了在中国肥胖问题上的领导地位。在
1999-2003年间，ILSI中国办事处成立了一
支肥胖问题专家团队，制定了针对中国人的
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评
价标准，并编写了针对成年人肥胖和超重的
预防和管理指南[14 15]。这些指南以卫生部名
义发布，尽管ILSI中国办事处为指南编写做
了大量准备工作，但其参与并未被提及。直
到21世纪10年代初，ILSI中国办事处都一直
是肥胖症研究和政策制定的主要资助方。虽
未得到公开承认，但ILSI在解决肥胖问题上
的实质作用超过政府。
在2004年以前，ILSI中国办事处对肥胖
问题的研究大约一半集中在测量标准上，而
非预防。而在预防措施上也更多关注营养，
而非体育运动。
但是接下来的几年里，局面发生了改变。
在中国将肥胖定义为一个重大健康问题
的同时，可口可乐也开始对肥胖症的流行表
1

FEATURE

现出强烈关注，并坚信避免肥胖的关键在于
运动。调查报告显示，2001年，在美国卫生
总监呼吁对肥胖症采取行动之后的3年里，可
口可乐推出了一项多管齐下的战略，以保护
其利润，避免外界指责[1]。可口可乐将自己
定位成“健康活力生活方式”的倡导者，宣
传所有食品和饮料都可以成为健康饮食的一
部分，而避免肥胖的关键是运动，同时坚称
含糖饮料中有对健康有益的成分。
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重要报告
呼吁政府与企业合作以对抗日益增长的肥胖
症流行[16]，但ILSI中国办事处将企业对卫生
事务的参与带到了新高度。
陈春明多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倡导企业
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作用，并鼓励和帮助企业
参与学术会议、相关研究和公共卫生干预项
目。通过在学术会议上对“健康活力生活方
式”的反复强调，企业在慢病防控中扮演的
角色逐渐深入人心；业界参与几乎成为了慢
病防控的唯一对策，并被纳入国家肥胖和慢
性病防控的核心战略。
如今，学界-政府-业界三方合作的ILSI
模式成为了对抗慢性病的官方途径，而连接
这三方的核心正是ILSI。在政府缺位、资源
有限的背景下，ILSI中国办事处背后的企业
在肥胖症防控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相较于其
它公司，可口可乐对此尤为感兴趣，且有着
明显的优势：2009年，ILSI中国办事处成立
了一个由9人组成，包括可口可乐和其他三
家公司代表在内的科学咨询委员会。这个委
员会（至少名义上）成为了关键的决策者，
他们不但有设定研究主题的权力，还监督和
管控着办事处的科研质量。
与此同时，ILSI中国办事处对体育锻炼
的关注开始超过营养。从2004至2009，ILSI
中国办事处赞助的肥胖症活动有1/3侧重于体
育运动。到了2010至2015年，这一比例上升
至近2/3，而侧重营养的活动数量下降至1/5
左右。虽然控制体重的营养学方法如宣传健
康食品、膳食指南和营养教育仍然存在，但
几乎没有资金支持，只是停留在纸面和国家
计划层面，在公众中曝光度低，且缺乏政府
的有力支持（表1）。

科研会议：“教育”国人
通常在学术会议上，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希
望能听到不同观点的交锋，但在ILSI中国办
事处赞助的与肥胖症有关的会议上，却充斥
着可口可乐及ILSI利益相关人员的演讲。尽
管可口可乐公司也会被列在协办机构名单
中，但它和与会专家、ILSI中国办事处之间
千丝万缕的联系却鲜为人知。
2004-2015年间，ILSI中国办事处举办了
6场关于肥胖症的国际会议，与会者包括研究
人员、卫生官员、临床医生和企业代表等，
共计约200人。当时国内专家普遍认为中国卫
生领域的科研较为落后，因此陈春明认为这
些会议能为中国研究人员提供学习“发达国家
最佳实践”的机会，并像以往一样邀请了外国
专家来做主旨发言。
18名受邀专家中有13人来自美国，最常
邀请的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大学的 史蒂文·布莱
尔(Steven N Blair)和来自科罗拉多大学的詹姆
2

表1 1999-2015年间ILSI中国办事处赞助/联合赞助的肥胖症活动侧重点*
数量 (%)
年份
1999-2003
2004-2009
2010-2015

总数
12
30
30

侧重营养
5(42)
12(40)
7(23)

侧重体育运动
0
11(37)
18(60)

两者均有
0
5(17)
4(13)

两者均无†
7(58)
2(7)
1(3)

*数据来源于ILSI中国办事处半年度通讯，根据访谈内容加以补充。对于不止一次被通讯报道的活动，以活动而非通
讯数量为准。
†指侧重点与营养和体育运动均无关的活动，一般侧重于肥胖的定义和测量。

斯·希尔(James O Hill)。与其他专家相比，他
们更关注“能量均衡”，认为人们忽视了运动
的重要性，强调活动量不足是肥胖的关键。
这一观点在会上被反复提到，甚至成为了其
中几场会议的主题。(框1)
这2位专家中，希尔受可口可乐基金资
助，并与ILSI有着密切联系，长期在ILSI全
球和北美董事会任职。 根据ILSI中国办事处
的一份通讯，在2006年一次中国核心研究人
员内部的小型会议上，陈春明介绍了希尔的
理论“（饮食运动侧重点上的）微小变化能带
来巨大影响”，并以此作为“国际上防控肥胖
症研究的最新进展”。2013年，希尔又制定了
一项计划，强调通过体育锻炼来“改善新陈代
谢”从而控制体重[17]。
而布莱尔的观点也颇受争议，他认为问
题症结不在于肥胖，而在于缺乏锻炼，同时
他长期接收的无限额教育经费中也包含可口
可乐的资助。在2010、2013和2014年的会议
上，他用研究表明美国的肥胖症流行应该归
咎于运动减少而非摄入过量[17]。
剩下的11位与会美国专家中，有8人是
运动健身科学家（包括“有氧健身之父”肯
尼斯·H·库珀，Kenneth H Cooper）；有5
人与可口可乐或（和）ILSI有关，另有2人是
可口可乐或其下属研究所的员工；仅有2人是
营养学家。
和大多数ILSI的活动一样，会议议程中
也包含企业的报告。在2013年的会议上，
可口可乐全球首席科学和健康官（之后

担任ILSI院长）罗纳•阿普尔鲍姆（Rhona
Applebaum）发表演讲，概述了可口可乐公司
在肥胖症预防方面的承诺，用“能量均衡”等
术语进行了解释[17]，并表示：“与我们（可口
可乐公司）合作的都是遵循事实、可信可靠
的研究者 。这不是我们的科学，是他们（研
究者）的科学。”
可口可乐不仅影响了学术会议的日程，
也影响了一系列针对肥胖的公共健康项目
（框2）和营养活动（框3）。

谴责还是欣然接受？
“公共健康教育的大量资金来自企业。”另一
家北京医院的营养师兼公共知识分子解释。
通过机构、资金和个人联结形成的复杂
网络，可口可乐已经能够影响中国的卫生政
策（见图1）。官方的肥胖防治政策究竟在多
大程度上受其影响虽然还难以准确衡量，但
其方向已在ILSI中国办事处的介导下与可口
可乐公司的立场保持一致。迄今为止，中国
尚未能执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采取的严厉饮
食干预措施——例如对含糖饮料征税、限制
向儿童投放食品广告等；国家计划和目标强
调体育运动，而非饮食限制。与可口可乐公
司的“能量均衡”观点相呼应，政策文件也
敦促国民通过“吃动平衡”实现健康的生活
方式，将体重维持在健康范围[20 21]。
在外人看来，可口可乐公司利用“第三
世界国家”科学家对国际联系和尊重的渴
望，参与中国肥胖科研和卫生政策的形成，

框1:ILSI中国办事处赞助的以体育运动为重点的会议和研讨会（2004-2015）
会议和专题研讨会
2004年12月： 关于体育活动健康益处的国际会议
2006年3月： 中国肥胖和体育活动工作组联席会议
2006年11月： 中国控制肥胖及相关疾病会议：保持健康体重是慢性病防控的重点
2007年6月： 国际体育与健康饮料论坛
2009年6月： 中国肥胖和体育活动工作组研讨会
2010年11月： 体育运动与健康会议：运动是良医
2011年12月： 中国肥胖防控会议：能量平衡和活力生活方式
2013年12月： 中国肥胖防控会议：适当的体重控制技术和工具
2014年11月： 体育运动与健康会议：运动是良医
其他科学活动
2005年 4月：
2011年 7月：
2012年 6月：
2011-13年：
2014年4月：

ILSI中国办事处成立体育活动工作组
卫生部发布中国成年人体育活动指南（试行），9月召开宣传会议
推出“运动是良医”中国项目，2012-15年开设了多项培训课程
培训奖学金项目，可口可乐公司（中国）和ILSI中国办事处奖学金项目
ILSI中国办事处成立“运动是良医”工作组

公共卫生干预
2004-15年： “快乐10分钟”学校运动项目，从试行到纳入全国运动
2007-09年： 社区体育活动推广项目
2007-15年： 推行“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并发展成全国运动
doi: 10.1136/bmj.k5050 | BMJ 2019;364:k5050 | the b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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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2：中国公共卫生项目与可口可乐之间的联系
中国有许多与肥胖相关的公共卫生项目与可口可乐公司之间存在联系。
“运动是良医”中国项目
“运动是良医（Exercise Is Medicine, EIM）”是一项鼓励医疗保健的全球倡议，鼓励医疗服务
提供者将运动作为一种医疗手段。可口可乐公司是EIM的创立合作伙伴，根据该公司的说法，可口
可乐的赞助对EIM的全球化普及至关重要[18]。2012年，ILSI中国办事处与负责该项目的美国运动
医学会合作推出了EIM中国项目。
快乐10分钟
“快乐10分钟”是一项全国性活动，旨在鼓励学生每天运动10分钟。该活动于2004年发起，在可口
可乐中国公司支持下于2006年推广到全国，这场运动是中国版的Take 10！（马拉斯宾纳最得意的
项目之一）[19]。2004年，ILSI健康促进中心向中国疾控中心划拨了5万美元，后者开发了该活动。
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卫生计划，该活动得到广泛宣传，成为卫生部健康生活方式运动的一部分。
全民健康生活行动
“全民健康生活行动”是中国卫生部干预肥胖和其他慢性疾病的核心内容，于2007年发起，后扩
大为全民健康运动。可口可乐和其他公司利用这个政府行动展示了他们倡导的减肥项目。一位与
体育运动相关的政府研究人员告诉笔者，在健康生活方式的倡议下，可口可乐公司有一年承诺为
人们每走出的一万步捐献一美元，还有一年鼓励人们计划健康的生活方式。
其它科研活动
ILSI中国办事处还实施了奖学金计划。2011年，办事处与可口可乐中国联合启动该计划，每年资
助2位青年研究人员去美国进行短期的运动科学培训，而南卡罗莱纳大学（布莱尔就职的大学）正
是培训中心之一。

其行为应受谴责。可口可乐公司投放大量资
源，仅展示科学的其中一面，加上没有其他
机构有足够资源抗衡ILSI，提供包括食品行
业监管在内的更均衡的解决方案，最终让可
口可乐能在中国免受在其它国家遭遇的严厉
限制。
营养专家巴里·波普金（Barry
Popkin）曾在中国工作数十年，他在一封电
邮中表达了悲观的情绪 ：“目前中国暂时不
太可能采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方式对食品、
饮料或糖展开监管，实现健康膳食，对包括
肥胖在内的一切和饮食相关的非传染疾病进
行干预。我认为，ILSI在促进体育运动方面
的影响力是非常有害的，使得中国在努力促
进国民健康膳食上落后了几十年。”
不过，也有许多中国学者欢迎企业参与
公共卫生。中国疾控中心的一位科学家表
示：“他们建了不少学校……为学校食堂提

供设备。这是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虽然没
有利润，但有利于他们的声誉。”
北京一家医院的临床营养师评论：“我们需
要支持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实际上，有很
多企业带来了大量的学术知识，引进了国外
的先进标准……他们并没有主导[过程]；他
们只是提供了一些资金支持。” “你对这种
情况担心吗？”
“这谈不上好坏。”他回答。
笔者的采访对象中只有极少数人谴责企
业的影响力。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学者
谨慎地表示：“企业资金势必会影响营养研
究的科学性，但现在不可能拒绝。”
可口可乐、ILSI中国办事处和中国卫生
部并未对本调查作出回应。
2015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系列批
评性调查报道[22-24]，此后可口可乐公司撤回
了对体育锻炼的激进宣传[25]。 然而，由于

框3：宣传加工食品营养益处的营养学会议
2004-2015年间，ILSI中国办事处举办的肥胖会议尽管聚焦在体育活动上，但也包括了营养问题，
但通常是在有利于食品企业的情况下讨论。 有些会议可以直接追溯到可口可乐，强调含糖饮料关
键成分的好处，而忽略其危害。
在2006年5月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主题为“水作为一种营养的重要性”，可口可乐旗下健康与
保健饮料研究所（Beverage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Wellness，现已关闭）的张华英介绍了
水对体育活动和健康的重要性。ILSI中国办事处提供的会议通讯称，张“提出了一个观点：饮料
（包括含咖啡因的饮料）是优质的水分来源”。这一观点在2008年的ILSI会议被重申，相关通讯
报道，该研究所的另一位科学家“重申水对生命和健康的重要性”，并“强调了‘管理甜味，而
非禁止’的主题”。
其他食品和饮料公司也积极参与，利用ILSI中国办事处影响应对肥胖问题的卫生政策。几乎所
有的会议上，食品企业的代表们都会重点讨论其产品的健康效益，包括绿茶（立顿）、巧克力
（玛氏）和坚果（加州杏仁商会）。
还有一些活动由特定公司的中国分公司资助。达能饼干(Danone Biscuit) 2004年赞助了一个
关于膳食脂肪对健康影响的研讨会，美国快餐公司百胜（Yum！）2006年资助了一个关于餐馆食
物和膳食平衡的研讨会。其他公司也展示了自己为抗击肥胖所做的贡献，如法国零售商家乐福
（Carrefour）描述了公司对营养知识的推广，中国食品巨头 QINGBI概述了它的体重控制计划。
ILSI中国办事处的通讯体现了与会发言者对饮食“平衡”和“多样性”的推崇。尽管他们也鼓
励企业停止销售垃圾食品，但重中之重都在教育公众如何做出健康选择。他们没有呼吁政府对食
品行业及其营销手段进行监管，而要食品行业进行自我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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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SI这一组织结构仍然存在，并已建立起完
善的赞助活动方案，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的
影响力依然存在。
有别于美国和欧洲完善的新闻调查和公
民社会机构，中国缺乏来自新闻业的监督。
媒体无法随意发声，非政府组织正忙于其他
更紧迫的事务，研究者们在企业资助下也很
难提出批评。2016年以来，政府终于开始认
真应对慢性病，但重点是健康教育和市场发
展，而非对食品行业的监管。由于没有人批
评，甚至没有人意识到企业参与所导致的科
研和政策偏颇，中国肥胖症流行的规模和后
果或许还将持续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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