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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1 年 6 月 16 日

短信查询体育彩票开奖号码， 移动发 CP 到

1066125666，小灵通发 CP 到 10661256，联通

发 CP 到 10621956，包月定制 6 元 / 月，咨询电

话：0731—84429019。

２２ 选 ５第 11160 期 本期投注额：2079216 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注)

13

2276

41335

单注奖金(元)

53718

50

5

中奖号码：02�04�07�13�21

中奖号码：7 1 3

投注类型 全国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直选 8092� � � � � � � � 1000

组选 3� � � � 0 � � � � � � � � 320

组选 6� � � 13905� � � � � � � � 160

排列 ３、排列 ５第 11160期 本期投注额 27578330元

中奖号码：7� 1� 3� 0� 6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24 100000

排

列

３

排

列

５

开奖信息查询：湖南体彩网 www．hnticai．com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沈阳市很多销售豆浆的店铺，为

了节约成本，在生产加工豆浆时，只使

用了极少的黄豆或者是完全不使用黄

豆，更多的是加入食品添加剂———“豆

浆粉精”， 让一盆白开水变成“新榨豆

浆”， 这样的豆浆完全没有营养价值，而

且长期食用还会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

2斤粉精兑300斤豆浆

在沈阳市南二食品批发市场内，

记者找到了一个销售食品调味剂的档

口。记者声称，新开了个豆浆店，想买

点增味剂。 店主随即从柜台下面拿出

了一桶豆浆粉精。“你就买这种吧，这

种粉精做出的豆浆味道好， 你放一点

到水里就有很浓重的豆浆味道。”记者

看到，这桶出产日期为2010年10月25

日的豆浆粉精上面贴有QS质量安全

证书，并声明可以用于豆制品、豆浆、

豆奶、维他奶、冷饮等食品添加。店主

表示， 在制作豆浆时只要放入豆浆粉

精，豆浆被稀释得再多，也有很浓重的

豆浆味道和口感。

店主告诉记者， 这桶两斤装的豆

浆粉精，价格是50元，一桶最少也能

兑出来300多斤的豆浆， 够你卖老长

时间了。

原料压根没黄豆

“一般家庭中做豆浆时根本不会

放这种豆浆粉精， 所以购买的都是早

餐店或者大酒楼用于免费赠送饮料

的。”在和平区从事豆制品生意已经十

多年的陈军师傅说。

豆浆粉精是否真是由黄豆提取精

华后制成的？15日下午， 记者以购买

者身份电话联系了生产厂家———广东

省阳东县某化工工业公司的岑经理。

经过讨价还价后，岑经理答应，以每斤

15元的价格向沈阳发货。

“我看你的产品说明上写着，用黄

豆提取物制成豆浆粉精，是真的吗？多

少黄豆提出来的一桶啊？”记者问道。

岑经理听到记者的提问， 笑了笑

说：“你是第一天买黄豆香精啊？ 这你

都不知道， 其实我们哪有啥黄豆提取

物啊，都是香精勾兑的，葡萄糖啥的。”

他们卖的豆浆没用一粒黄豆

沈阳发现黑心“豆浆粉精”，过量使用甚至能够损伤肝肾

2004年， 兰州军区某测绘信息中心正式组

建，王明孝被任命为主任。

作为一名军队科技战线的优秀共产党人，46

岁的王明孝曾32次奔赴高原， 翻越海拔5000米

以上的高山200多座，总行程40多万公里，填补

了地图上的200多处测绘空白。

一次，为测量一座山峰的高度，走了7天还没

有到达目的地。 给养没了，9匹马也摔死了两匹，

王明孝自己也差点摔下悬崖。在缺吃少喝的22天

里，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王明孝和战

友扛着仪器成功登上峰顶， 以准确的测量数据，

改写了外国人上世纪50年代测定的标高，为我国

在外交谈判中争取主权归属提供了有力支持。

这些年来，王明孝率领官兵上高原、穿戈壁，

先后完成数十项国家重大工程测绘保障任务，每

一次都交出了圆满的答卷。 ■据新华社

1992年春，在改革开放的又一个关键时刻，

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 犹如声声春

雷，起于南海之滨，响彻神州大地。

1992年金秋，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

中指出，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

模式， 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

一个重大问题。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

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报告把改革开放14年的实践称为“开始了

一场新的革命”， 而这场新的革命的实质和目

标， 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

经济体制， 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新体制…… ■据新华社

突破藩篱春雷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

经天纬地铸忠诚

———记兰州军区某测绘信息中心主任

王明孝

记忆中的童年，早餐大都是香脆

的油条加上醇香的豆浆。现在一些早

餐店所销售的豆浆，早就没有了以前

豆浆的那种醇香，取而代之的是一种

虽然很香，但是却很腻人的味道。

能将白开水变成豆浆，神通广大

的豆浆粉精究竟是什么东西？

“说白了，就是一种食品添加剂。”

陈军说。 这种产自广东省阳东县某化

工工业公司的豆浆粉精，上面的生产配

方十分笼统，只写着主要成分为黄豆提

取物、 食用香精。“这样的豆浆粉精就

没有写清配方。 沈阳市场上还有一种

豆浆粉精‘豆浆香精’，配方写着葡萄

糖、乙基香兰素、乙基麦芽酚、香基。”

沈阳市质检专家刘教授表示，豆

浆粉精实际上就是一种复合添加剂。

如果是人食用的话， 应该有限量，过

量使用会对身体有害，如大剂量食用

香兰素可以导致头痛、恶心、呕吐，甚

至能够损伤肝、肾。

虽然很香但味道腻人

过量使用会对身体有害

豆浆粉精是一种

食品添加剂

揭秘

国家质检总局根据台湾地区公布的情况，16日又增加了受塑化剂污染的问

题企业及其相关产品名单，这使得因受塑化剂污染而被大陆暂停进口的产品达

到1004种。当天，因涉塑化剂污染而被通报的企业增加8家，产品新增26种，新增

产品主要为果汁饮料，果酱、果浆或果冻，胶囊锭状粉状产品。在这1000多种被大

陆暂停进口的产品中包括多种儿童产品，其中有友华生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委托

德瑞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制造的卡洛塔妮儿童综合营养素，马来西亚商食益

补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超能儿童成长钙片，台塑生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昱伦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工生产的儿童金盏花复方锭、儿童固晶明复方锭等。

大陆暂停超千种台湾“染塑”产品

连线

尴尬

没有标准，检测无据可依；标准滞

后，监管无据可查；标准“打架”，守法

无所适从……在今年的全国人大常

委会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期间， 一些

地方及基层反映， 食品安全监管亟须

走出标准缺失和落后的困境。

据了解，我国目前2200种食品添

加剂中， 有检验标准的只占总数的近

四成。这也就意味着，有六成食品添加

剂无法检测。

标准制定跟不上行业“潜规则”

南京的汇报材料指出： 由于一些

食品安全标准出台不及时、不统一，导

致监管“无法可依、违法难究”，特别是

因缺乏食品安全标准和检测方法，影

响了食品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置。“目前

食品生产行业使用的标准， 总体上滞

后于科技发展和行业‘潜规则’的生成

速度。”张家港市市长姚林荣也如此直

言。还有一些地方提出，食品安全标准

体系存在着产品标准、卫生标准、行业

标准之间的互相交叉、矛盾、冲突。

力争三年形成安全标准体系

随队进行执法检查的卫生部食品

安全综合协调和卫生监督局局长苏志

接受采访时说， 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要

求，卫生部制定公布了《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管理办法》，正在对现行食品标准

进行清理完善。一年以来，已经制定公

布了新的乳品安全国家标准、 一批食

品添加剂产品标准以及《食品添加剂

使用标准》等重要基础标准，并已经安

排了今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修订项

目；计划利用三年左右时间，完成清理

整合任务， 形成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

体系。 ■据新华社、时代商报

六成食品添加剂无法检测

食品监管亟待走出“无据可依”困境

1、色泽鉴别 优质豆浆呈均匀一致的乳白色或淡黄色，有光泽。次质豆浆呈

白色，微有光泽。劣质豆浆呈灰白色，无光泽。

2、组织状态鉴别 优质豆浆呈均匀一致的混悬液型浆液，浆体质地细腻，无

结块，稍有沉淀。次质豆浆有多量的沉淀及杂质。劣质豆浆浆液出现分层现象，

结块，有大量的沉淀。

3、气味鉴别 优质豆浆具有豆浆固有的香气，无任何其他异味。次质豆浆豆

浆固有的香气平淡，稍有焦糊味或豆腥味。劣质豆浆有浓重的焦糊味、酸败味、

豆腥味或其他不良气味。

4、滋味鉴别 优质豆浆具有豆浆固有的滋味，味佳而纯正，无不良滋味；口

感滑爽。次质豆浆固有的滋味平淡，微有异味。劣质豆浆有酸味(酸泔水味)、苦涩

味及其他不良滋味；因颗粒粗糙而在饮用时带有刺喉感。

如何辨别豆浆好坏

支招

豆浆粉精、聚宝糖加水就能兑出一杯香甜的豆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