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2届运动
会组委会举行合作伙伴签约仪式， 中国
银行成为唯一银行类合作伙伴。 这是继
成功赞助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2年第
三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之后， 中国银行又
一次赞助规格较高、 影响较大的综合性
体育赛事。

中国银行监事长李军在出席签约仪
式时表示，作为第12届全运会的合作伙
伴， 中国银行将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规
划、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为全运会提供
完善的金融服务。据了解，全运会是我国
规格最高、 影响最大的综合体育赛事之
一， 第12届全运会将于2013年9月在辽
宁省举办。 ■记者 梁兴 通讯员 周玉婷

中国银行成为
第12届全运会合作伙伴

盐焗鸡翅卖相好，走得俏

顾名思义，“红曲红”是一种红色的
色素， 我国允许在食品中添加使用。广
州市一名细心的消费者却较了真：为什
么标明使用“红曲红”的无穷盐焗鸡翅
不是红色而是黄色？

经当地媒体报道后，中国食品添加
剂应用工业协会着色剂委员会专家证
实， 无穷盐焗鸡翅之所以显示黄色，应
该是使用了跟“红曲红”仅一字之差的
另一种色素“红曲黄”，而这种色素目前
还没有正式出台国家标准，也没有生产
许可证号，是“三无”产品。

连日来，记者发现无穷盐焗系列无
论是在大型超市还是小型商店都在销
售。在荷花池巷一家食杂店，有无穷盐
焗鸡翅和无穷盐焗鸡爪两款产品卖，包
装好的鸡翅和鸡爪看起来金黄油亮，十
分诱人。沃尔玛、新一佳等大型超市内
的无穷盐焗系列产品更加丰富，还有符
合湖南消费者口味的香辣味盐焗鸡翅。
销售人员称，这种零食很受年轻女孩欢
迎，“因为卖相好，味道也不错”。

卤味摊最爱使用“红曲黄”
记者在走访市场时发现，将无穷盐

焗系列产品推上风口浪尖的色素“红曲
黄”在长沙同样有售。

7月29日中午， 记者来到高桥农副
食品城。在临街的一家食品添加剂批发
店内，当记者询问有无“红曲黄”时，店
老板十分爽快地回答“有”。随后找出一
包黄色包装的添加剂，可包装袋上的标
注却是“红曲红（TY）”。

店主解释称：“这就是‘红曲黄’，红
包装的叫‘红曲红’，黄包装的是‘红曲

黄’，200克一包，55元。”记者查看到，该
产品的生产厂家是东莞市天益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并标示为“天然食品”。店
主热心介绍说，购买这种产品的客户多
为小吃店，和一些卖盐焗食品、酱卤菜、
凉菜的摊点老板。

见记者迟疑，店主随后又说：“你要
便宜的可以买柠檬黄， 那个才十几块
钱，但上色效果没这么好。”随后，记者
以价格太贵离开了该店。

国家规定不得用于肉制品
在查阅相关添加剂使用规范后，记

者发现，“红曲红” 的使用范围广泛，其
中包含熟肉制品，而“红曲黄”则只允许
使用在“调制乳、风味发酵乳、冷冻饮
品、果酱等”，肉制品或熟肉制品不在其
中。

对此， 食品添加剂专家杨冠丰说，
与合成色素“日落黄”和“柠檬黄”相比，
天然色素“红曲红”是中国最传统的一
种食用色素，是由红曲霉发酵的红米曲
中提炼而得。“只不过‘红曲红’的使用
历史悠久，且符合所有法律法规；而‘红
曲黄’今年4�月份卫生部才将其列入食
品添加剂新品种， 目前还没有出台国
标，还不能合法使用。”他表示，像无穷
这样的知名企业，明明使用的是“红曲
黄”，却在配料表中标示“红曲红”，原因
或许就在此。

杨冠丰还称， 添加剂不是洪水猛
兽，所有添加剂中只有亚硝酸盐可能吃
死人，其他都是无害的，但前提是添加
剂首先是合格产品， 其次必须按照国
家相关规定添加。 如果符合这两点，即
使天天食用含有添加剂的食品也不会
对人体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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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黄油亮的“无穷盐焗鸡翅”被曝使用三无色素“红曲黄”
记者调查发现：相关产品长沙热销；“红曲黄”也在卖，卤味摊最爱用

熟食颜色越好看，吃起来越忐忑

国 药 品 质 OTC 产 品 药 到 付 款 零风险购药
牛皮癣 - 永别了
专业男科 只为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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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县政府向市政府写深刻检查，
县交警大队副教导员作行政警告处分，
交通局副局长做行政警告处分……针对
今年常德“7·4”客车超员事件，湖南省安
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对事件中相关
单位及责任人作出了以上处理决定。

7月4日， 新国线集团湖南常德运输
有限公司桃源分公司的湘J42837大型
客车从桃源县漆河镇出发， 核载39人，
实载乘客111人，超载72人，其中儿童22
人，超载185%。

■记者 赵伟 实习生 彭紫微

客车超员，桃源县政府作检讨

天心区国税局监察室近日组织该局
6名干部， 公开向60名企业法人和财务
人员进行述职述廉情况。 会上采取无记
名方式， 由企业代表对述职述廉人员的
勤政廉政情况当场进行了民主测评。

■通讯员 汪伟华 见习记者 潘海涛

纳税人给国税干部打分

近日，长沙万达文华酒店总经理、德
国人鲍瑞斯·布鲁伯一行数十人，为长沙
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孩子们送去了急
需的冷风机、 少儿书籍、 文具等系列物
资。即将于10月19日进驻长沙的万达文
华酒店还将在该福利院设立爱心基地。

■记者 唐能

万达文华给福利院“送清凉”

资讯集装箱

7月30日晚， 大乐透第12088期开
奖，长沙市01536体彩投注站又中得1注
785万元一等奖！ 可惜没有进行追加投
注，否则总奖金可超过千万元。另外，衡
阳市08114体彩投注站喜中1注22.4万元
的二等奖。

据悉， 超级大乐透是体彩的大盘游
戏，前区35个号码中选5个号码，后区12
个号码中选2个号码， 以此构成一注彩
票，简称“35选5＋12选2”，基本投注2元
最高可中1000万， 追加投注3元最高可
中1600万，该游戏上市以来常常爆出巨
奖，就在今年6月27日，江苏一位彩民以
一张100元的大乐透彩票独中50注一等
奖，收获奖金2.56亿元，一举成为体彩有
史以来第一巨奖。

■通讯员 樊孝武 记者 侯小娟

785万！
长沙彩民又中体彩大奖

7月30日，记者致电广东无穷食品有
限公司。接线员称，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
当中，不便于透露，在没有定性之前，不
会对市场上的相关产品进行下架。

目前， 东莞质监局已联合东莞市桥
头镇政府依法对“红曲黄”生产商东莞市
天益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

“爱你，连骨头也不放过”，这句经典广告
词让很多人成了无穷盐焗鸡翅的忠实购买者。不过，
盐焗鸡翅的好卖相可能是被添加剂染色而成的———日
前广东媒体曝光称，无穷系列食品使用的配料色素“红
曲红”其实是非法产品“红曲黄”。

7月29日至30日，记者走访发现，不仅无穷盐焗鸡翅等相关产
品在长沙随处有卖，而且“红曲黄”也有销售，商家透露主要流向小
饭店和卤菜摊。 ■记者 肖祖华

最新进展

“张冠李戴”就是欺诈
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回应

证实，色素“红曲黄”尚无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市场上的“红曲黄”实为“三无”产品。

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健
表示，企业在产品标签中写明“红曲红”
却添加“红曲黄”的做法，本身就已经违
法，存在欺诈，其产品也是不合格产品。

湖南省工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一
旦核实相关产品确实有问题， 会在上级
部门的统一部署下， 对相关产品进行清
查下架处理。

各界观点

又是食品安全，又是添加剂，在食品
安全问题凸显的今天， 添加剂也逐渐地
被妖魔化了， 不管好坏， 只要谈到添加
剂，就恨不能口诛笔伐。

但是， 绝大多数人都不明了添加剂
的真正面目， 甚至于连我们的监督执法
者，有时都不甚明了添加剂的真名目。其
实，在食品添加剂方面，我们的普通消费
者最希望的是了解真相， 了解哪些添加
剂是安全的，添加多少是安全的。

就像“红曲黄”，市场需要决定它的
存在，若可以安全添加，请给我们一个国
家标准，若不能安全添加，请监管部门一
查到底。

期待新国标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