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玉米淀粉制作所谓的!纯红薯粉
条"#为让色泽形似$口感筋道#竟然添
加墨汁和工业用料石蜡% !"日上午#广
东省中山市质监局在港口镇铺锦村偏
僻鱼塘处查封一家粉条工厂#当场查获
约"万斤假粉条成品%该企业从今年!月
开始生产#不少假红薯粉已流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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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看到#厂房外搭有上百根竹杠#

晒满了粉条% 十几个水池内泡满了半成
品#呈乌绿色#池内液体发出阵阵恶臭%

原料仓库内存放的食用玉米淀粉
堆积如山# 墙角有十多袋半精炼石蜡#

包装袋上印有!仅用于工业用途"字样%

在另一侧仓库内#堆放着与人齐高的假

粉条成品#包装袋上印有!纯红番薯$绿
色食品$湘南特产"等字样%

据该公司法人罗某交代# 两个月
已卖出#$吨假粉条# 主要销往位于中
山沙朗金叶广场的批发市场%

目前#该作坊已被就地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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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作坊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

卫生许可证一应俱全%名为!中山市祥
明食品有限公司"%老板罗某此前半年
一直在东莞经营同样作坊%他称#东莞
类似的假粉条厂家有二三十家# 也都
是用墨汁染粉条%

罗某说&!按照我的方法制作"吨
'红薯粉(成本是%&&&元出头#而用真

正的红薯粉成本则高达$&&&多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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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人员介绍#造假主要集中在第
一个调制环节%按照老板罗某的!秘方"

)))半升自来水中倒入"瓶盖墨汁#加"

勺柠檬黄% 如果制作墨绿色红番薯粉
条#还要加"勺果绿*若是制作白色薯粉
条#则要加增白粉% 搅拌均匀后#倒入
正在搅拌的玉米淀粉中即可%为让粉条
更筋道#还要加入少量石蜡%据介绍#工
业用石蜡含有铅$汞$砷等重金属#人体
吸收会导致记忆力下降$贫血等病症%

质监局提醒市民#!合格的番薯粉
条颜色略有褐色# 如果粉条颜色纯度
很高$过于艳丽需谨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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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午"点半左右# 记者赶到
现场# 工商及公安人员正在调查取
证%在一栋三层楼房底层一个套间里#

外面两个油桶已灌满提炼好的!地沟
油"%在里屋#存放着几十个油桶%工商
人员打开其中一个桶#往一个塑料桶
里倒#流出来的是浊黄的!地沟油"#

有浓浓的异味% !这些就是半成品地
沟油#不法分子进一步提炼后#就拿
到市面上卖了% "一位工商人员气愤
地说#!太缺德了#这种钱也赚+ "

!地沟油"的加工点就在这栋三层
楼后面的空地上%没等记者走近#一股
馊臭味扑鼻而来#令人作呕% 只见'个
大铁桶并排在一起#桶底垫着大石头%

铁桶里装着饭渣$树叶$一次性塑料汤
匙#甚至有鸡鸭毛$蟑螂等#如果再多
看两眼的话#真要吐了% 在其四周#到
处是炼过油后剩下的残留物%

工商人员说#这些就是加工!地
沟油"的原料#不法分子在铁桶底部
烧起柴火后#由于油的比重轻#在加
热过程中慢慢浮到上面#不法分子就
把这些浮上来的油勺进油桶里#这就
是半成品!地沟油"%

经清点# 现场一共发现!#桶%&&

斤装的半成品!地沟油"#%&多个空油
桶% 执法人员依法予以查扣%

'EFG

HICJKL

#

MN

该加工点位置不算偏僻#虽然后
面被围墙及草丛围住#但其左边是水
泥砖厂# 前面是一家木材加工厂#为
什么不法分子还选这个地方来炼油
呢,原来#这栋楼的房东也参与其中%

据儋州市工商局北吉工商所所
长刘延周介绍# 当天上午"&点多钟#

工作人员打开"!%"$系统平台查看投
诉信息时#发现了这家!地沟油"加工
点的举报信息%他立即派所里两名工
作人员去调查#经实地核查发现群众
举报情况属实%他立即向分管的副局
长谭雪文报告% 谭副局长指示#由该
局市场股$公平交易组配合北吉工商
所#同时通知公安部门一起行动%

由于加工点当时没有人#为了人
赃俱获#执法人员决定等黑加工点的
人出现后才行动%

中午"点"#分左右# 一名男青年
带着几名农民工来到黑加工点#将堆
放在炼油点旁已灌满油的油桶搬到
楼房里#这时#执法人员冲进去将人
控制住% 经核查#将吴某勇和吴某荣
带回讯问% 据吴某勇交代#他是儋州
市木棠镇人#居住在那大新世界花园
小区#这栋三层楼房是他家的%

OPQR

STUVWXPYZ

吴某勇称#去年(月#广东老板何
某泉租用他家楼房的空地用于加工
!地沟油"# 平时何老板不在这里#由
他管理%到各酒家饭店收集潲水及烧
火炼油的工作则由吴某荣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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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多桶%

)%#*+,-.!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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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老板说了#准备运往广东%

对于吴某勇的话#很多执法人员
表示怀疑#他们认为#从该加工点的
情况来看#其作业已有好长一段时间
了#所加工的!地沟油"应该流入市场
了#但流向哪里#有待进一步调查%

!幸好把这!#桶油查获了# 否则
的话一旦流入市场#不知道有多少人
受害% "一位工商人员说%

由于案情重大# 警方已介入调
查#至当晚'点半记者发稿时#吴某勇
和吴某荣还在接受警方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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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肛肠专家介绍#!地沟油"

中含有大量细菌等有害微生物# 同时
混有大量污水$垃圾和洗涤剂#潲水中
含有黄曲霉素$苯并芘#在炼制过程中
会发生酸败$ 氧化和分解等一系列化
学变化# 产生对人体有重毒性的物质
如砷和铅# 食用后不但会导致腹泻腹
痛$肝中毒#更严重的会诱发胃癌$肠
癌$肾癌及乳腺$小肠等部位癌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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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下发通知要求严厉打击食品
非法添加行为% 记者今天从海南省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悉#为进一步加
强食品添加剂监管#我省将重点抓好
学校食堂$幼儿园食堂$建筑工地$旅
游餐饮等领域的食品安全#并对提供
火锅$自制饮料$自制调味料等服务
的餐饮单位加强食品添加剂的监管%

据了解#近日#我省召开的省食
品药品监督稽查工作会议要求#今年
要重点以科学监管为主题#以服务国
际旅游岛建设为契机#进一步整顿食
品药品市场秩序% 各级部门要加大
监管力度#严肃查处超范围$超限量
等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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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今天从海口市卫生局获悉#

海口市卫生监督局将对海口大中专
学校食品安全开展专项监督检查%重
点检查食品添加剂$ 色素的使用情
况#消除食品卫生安全隐患%

此次专项整治的检查内容包括
学校食堂内外环境卫生#食品生产加
工场地#卫生设施配套#餐具消毒及
保洁#食品原料采购和索证$贮存$制
作$销售$防护$留样等环节以及食品
添加剂$色素的使用$从业人员健康
体检#供水卫生设施等%

海口市卫生监督局还将联合市教
育局$ 健教所$ 疾控中心组成食品安
全$ 传染病防控联合检查组对学校食
堂$小卖部$校医室等进行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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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儋州市通报了一起工地食
堂食用四季豆中毒事件# 儋州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召开全市中小学
.幼儿园/建筑工地食堂食品安全知
识培训会# 并与相关负责人签订了
0食品安全目标管理责任书-# 以确
保广大师生$工人用餐安全%

据了解# 该市中小学校分管后勤
的副校长$食堂负责人$幼儿园负责人$

建筑工地负责人共%)&人参加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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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商务举报投诉服务中
心于#月"!日正式启动#市民可拨打
该热线投诉举报酒类流通$ 生猪屠
宰$成品油$再生资源回收$典当等
商务领域违法违规案件%

"!%"!商务举报投诉服务中心
的主要职责是&依法受理$处理$转
交$督办社会公众$企事业单位对违
反商务领域内法律法规行为的举报
投诉# 开展商务行政执法和政策咨
询服务* 向社会公众和企业提供商
务领域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 以及行政审批和办事程序
等方面的咨询$指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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