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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有消费者爆料!称其!月"$日晚上!在湖北
十堰市凯旋大道某酒店就餐时!喝某品牌花生奶竟然喝
出了卫生纸!恶心得饭也没吃成"

市民尚先生说! 起初他以为那是牛奶里的沉淀物!

并没有在意" 但是喝了之后却发现有异物塞在牙齿上
了!掏出来一看!感觉疑似是卫生纸" 于是现场拿出卫生
纸用牛奶浸泡测试!结果与塞在牙齿上异物一致" 事情
发生后! 酒店表示同意给尚先生的就餐费用予以优惠!

但要求将饮料及异物留下" 尚先生予以了拒绝"

第二天! 尚先生主动联系并来到该品牌花生奶十堰办
事处!在办事处负责人的见证下!现场拿出卫生纸用牛奶再
次作了浸泡测试!结果与上述情况一致" 尚先生说!负责人
承认产品有一定问题!并作出了%&&元的赔偿"

"#日!记者拨打有关公司电话!一位工作人员表示领
导在开会!无法给出相关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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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帽$! 是由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审批认
证的保健食品标志% 获批的保健食品企业!在
对外销售的产品外包装标注 &国食健字$字
样!为天蓝色!呈帽形!俗称&蓝帽$%

在数月前举行的一次保健食品研讨会
上! 业内人士披露一些知名企业的螺旋藻产
品!虽有相关主管部门的&蓝帽$认证标志!但
重金属铅含量严重超标%

在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药店'超市'商
场的保健食品专柜!记者购买了#大品牌的螺
旋藻&蓝帽$产品"

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的
多家权威检测机构的检测结果均显示!在#个
送检样品中!有%个样品的铅含量严重超标"

受访的营养学家说! 过量的铅在人体内
慢慢积累!会酿成铅中毒" 长期服用铅超标的
螺旋藻!有可能影响造血功能!导致免疫力低
下'贫血甚至肾功能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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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螺旋藻类保健食品企业而言! 因藻类
吸附金属能力较强!能否严格执行)*+(良好
生产规范)流程至关重要%

为查明真相! 记者来到 &清华紫光 (金奥
力)$螺旋藻片的生产企业% 在&螺旋藻加辅料$

生产车间!记者问&辅料中是否含铅* $企业负责
人答复说#有检验报告$% 但记者随后查阅#检验
报告$!没有#辅料重金属铅$的检测结果%

对有关螺旋藻中铅含量的 #国家标准$!

企业负责人找来一名#技术代表$在查阅相关
资料后回答+#企业规定! 为确保螺旋藻片的
铅含量不超标! 所购原料螺旋藻粉的铅含量

不得超过,-./0120% $然而!原料厂家提供的检
测文件显示!螺旋藻粉的铅含量为3-3!/0420%

根据)*+流程! 生产成品必须经各项检测
合格后方能出厂% 记者几经周折! 找到与送检

#铅超标$螺旋藻片属于同一批次的#出厂产品
检验报告$! 该报告并无铅含量的检测结果!但
#成品检验结论$一栏却显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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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蓝帽$审批的背后!存在
着一条从申报企业到中介机构' 再到审批部
门的利益链条%

据某螺旋藻生产企业负责人介绍! 该企
业平均每个#蓝帽$产品的中介申报费用为!,

万至.,万元!迄今共花费(,,,多万元% #有些
中介的老总一年能挣几千万!钱从哪儿来* 从
审批服务中来, $

#康维安$向记者提供的有关申报#增强
免疫力$功能保健食品的合同显示+甲方(申
报方)委托乙方(#康维安$)申报!目标是获得
-保健食品批准证书." 具体收费明细为+理化
试验'动物功能试验'技术服务费等总计!$万
余元" 而&科尔天使$这样报价+申报维生素
类!收费("万至",万元/申报调节免疫力功能
类!收费"#万至!,万元/申报降血脂功能类!

收费5"万至5.万元" 国家食药监局数据库显
示! 这两家中介自行申报的大部分产品的确
获批&蓝帽$标志"

&在审批的样品检测环节!一些检测机构
发现检测结果有问题! 会给关系好的中介或
申报企业打电话!暗示哪儿出了问题" 这时!

中介或企业赶紧把钱递上! 检测机构就会对
数据做相应调整" $中国保健协会相关负责人
透露说"

针对&蓝帽$审批的&内幕交易$问题!国
家食药监局保健食品与化妆品监管司司长童
敏透露!正着手改革审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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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面平整!看不出任何问题!一名初三女
孩边打电话边走在上面!突然!街面塌陷!女
孩掉下去了/一位出租车司机迅速跑过来!不
顾一切地跳进%米大坑救人!当时!大坑还在
坍塌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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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我在学校门口一个大坑中" $"#日
早晨$时$分左右! 在陕西西安长安区兴国中
学读初三的(.岁女孩瑞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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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母亲董女
士打来电话"董女士听完后就冲出家门!骑着
摩托车!不到(,分钟就赶到现场"

&现场特别恐怖!我从洞口往下看!一片
漆黑!只能听到女儿哭泣的声音" $董女士到
达现场后!想冲过去跳坑救人!但被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救援的消防官兵拦下"

&洞口直径开始是!,厘米左右!洞深%米左
右! 人掉进去后还在不断坍塌! 洞口逐渐变
大" $路边一位目击者说" 消防官兵到达现场
后!被困人员在$点",分左右获救" 随后!瑞瑞
被(",急救车送往长安区医院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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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时许! 记者在长安区医院见
到了瑞瑞! 瑞瑞惊恐地说+&我不知道为什么
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董女士说!瑞瑞由于惊

吓过度!已经记不得当时发生的事情!就连消
防官兵救她出来都不记得了"医生说!从所拍
的片子可以看出!瑞瑞目前身体无大碍!还需
留院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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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南长安街由北向南行驶! 不经意间
看见路西有一个红色的影子突然从路面消失!

消失处出现一个大坑" $经过的陕'56!3#出租
车司机王维说!他本能地冲下车!跑过去救人"

王维跳下去后!借着微弱的光线!看见一
个女孩趴在洞里!&我拍了下她的肩膀! 喊她
起来" $王维说!但瑞瑞一动不动!他将瑞瑞身
体翻过来!瑞瑞才醒来" 王维一边安慰她!一
边捡回女孩掉落旁边的手机! 让女孩给家人
打电话" &在坑中的"&多分钟内!不断有石头
和土块往下塌" $王维说!&瑞瑞坐在坑底!我
站在她旁边!弯着腰!用身体护住她!防止从
上面不断坠落的石头砸中她" $当消防官兵将
二人救出大坑! 王维拍了一下身上的土就开
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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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中学初三一位同学目睹了这一切!&好端端的一
个人在街上走着!突然不见了!当时把我吓傻了!觉得她
穿越了"$提起早上发生的事情!这位同学心有余悸地说!

发生事故时!她正站在马路对面!和坑距离不到3.米"

事发后! 长安区建设局工作人员赶往现场抢修!该
局一位工作人员称!在地面塌陷前!下面是空的!先是塌
出一个小口子!随着坍塌!口子越变越大" 坑中部分管道
是污水管道!有可能是污水管道破裂!污水横流!造成地
质松动发生塌陷!目前事故原因仍然在调查中"

路旁王子幼儿园门口的监控记录下
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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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身穿红色上衣的女孩!一边打电话一边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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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脚下突然出现一个大坑!小女孩瞬间掉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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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蓝色出租车经过时迅速刹车'急停!一位身着
黑色上衣的男子从车中下来!迅速跑到洞口!距离有.米
左右!从洞口望了下!就从洞口跳下去!前后不到3&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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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7分许!消防官兵将被困者救出"出租车司机拨
开人群!没有和任何人交流!将车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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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维斯$ 超标"&8

&绿'$ 超标#,8

&清华紫光(金奥力)$ 超标#,8

&汤臣倍健$ 超标(,,8

&圣奥利安$ 超标",,8

&康特力斯$ 超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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