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讯

6月6日，“我是锅手厨
王长沙争霸赛”暨“八省市
地方特色新菜交流品鉴
会” 将在湖南国际会展中
心进行， 市民可前往大饱
眼福。

据介绍，展会现场，湖
南国际会展中心特设争霸
赛优秀作品展示区， 现场

展示108道优秀参赛作品；
并将通过视频循环播出每
道菜品的制作流程及技
巧。6月6日下午， 将颁发
2015湖南七地餐饮联盟优
秀地方特色菜金锅奖、银
锅奖与铜锅奖， 并举行新
常态下的餐饮经营发展论
坛。 ■记者 肖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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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康师傅举办的“辣味英雄传，够胆来挑战”大型路演活
动， 在长沙家润多天马广场举行。 活动现场不仅有古风浓郁的
cosplay表演和古风舞蹈， 更有“微信打印”、“草船借箭”、“击鼓鸣
金”、“木牛流马”等多种趣味丰富的游戏。

记者肖祖华 通讯员 郝海波 摄

日前， 国家食药监总局
公布了2015年第7期食品安
全监督抽检情况，15批次食
品被检出不合格。 广州宝生
园的山花蜂蜜检出禁用兽药
氯霉素， 上海味好美的花椒
粉检出重金属超标。 湖南两
批次产品上黑榜。

据悉， 国家食药监总局
已对不合格产品涉及的22家
生产经营企业进行立案调查，
并依法责令上海味好美食品
有限公司、茂名市百富德生态
食品有限公司、广州市宝生园
有限公司广州宝生园蜂产品
厂、青岛中粮葡萄酒有限公司
等12家企业进行整改。

6月1日， 记者在走访长
沙市场时发现， 味好美系列
调味产品占到整个调味品市
场的半壁江山， 上海味好美
花椒粉有售； 广州宝生园山
花蜂蜜未能找到相关产品。

问题：
15批次产品上黑榜

5月26日，国家食药监总
局发布最新一期食品安全监
督抽查情况。结果显示，在抽
查涉及肉及肉制品、调味品、
酒类和蜂产品等11大类食品
1319批次检验后发现， 抽检
项目合格的样品1304批次，
不合格样品15批次。

其中， 标称上海味好美
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1批次
花椒粉， 检出金属污染物超
标； 一批次标称广州市宝生
园有限公司广州宝生园蜂产
品厂生产的山花蜂蜜， 检出
禁用兽药氯霉素； 标称安庆
市高平老奶奶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生产的1批次香辣花生，
检出生物毒素超标； 茂名市
百富德生态食品有限公司生
产的香脆腰果， 检出品质指
标不符合相关规定。

记者发现， 在此次抽检
中，湖南两批次产品不合格，标
称长沙市百合香食品有限公
司生产的1批次野山椒凤爪
菌落总数超标、张家界郝胖子
旅游食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的土家瘦肉酸价超标。

市场：味好美
占湖南市场半壁江山

所涉问题产品在市场上
是否还在销售？6月1日，记者
对长沙市场进行了走访，未
发现宝生园山花蜂蜜等产品
在售， 味好美系列调味品是
市场销售的主角。

在华夏新一佳超市，记
者看到，调味品区域，味好美
系列调味品占据了所有产品
的一半以上，果酱类产品如番
茄酱、沙拉酱、水果酱等一家
独大， 香辛料一类如椒盐粉、
孜然粉、五香粉，调味品如鸡
精、味精等品类齐全。花椒粉
在市场上仍有大量出售，不过
并没有发现被国家食药监总
局监督抽检于2014年11月3
日批次生产的不合格产品。在
岁宝超市， 记者发现有2014
年11月生产的花椒粉出售。

在走访蜂蜜市场时，记
者未发现广州宝生园有限公
司生产的山花蜂蜜在市场上
销售，出现得更多的是明园、
百花牌和冠生园这种名牌老
字号企业。

回应：问题产品已召回

对于所产产品出现质量
问题，相关企业如何回应？

6月1日， 记者致电味好
美食品有限公司湖南区域相
关负责人， 该负责人表示,公
司产品出现铅超标是因为供
应商的原料分散不均所致，目
前已经调整了原料供应商，选
定“沂蒙山区”半野生花椒 原
料新基地。目前已经对问题产
品进行了召回，此前公司已经
停产整顿一个多月，加强质量
把控，增加自检比例。

被检出禁用兽药氯霉素
的广州宝生园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回应媒体称，该公司已
对该批次产品实施全部召回
处理。“问题产品在市场上的
量很少，该批产品是我们公司
为某超市定制的， 仅有24瓶，
在其它市场包括广东市场均
没有销售。” ■记者 肖祖华

实习生 陈哲君

1包烟换1盒奶，澳牧倡导无烟生活

6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的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开始实施，今后
北京所有室内公共场所都将依法100%无
烟，这一趋势相信亦将迅速覆盖全国。

对于中国儿童来说，条例在六一儿童节
实施， 无疑是对中国下一代成长最好的礼
物。借此契机，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一场主
题为“1包烟换1盒奶”的公益行动，巧妙且开
创性地将世界无烟日和国际儿童节这两个
节日关联起来，给长沙、杭州的儿童提前送
上了儿童节大礼。

无烟日当天，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儿童成
长牛奶品牌———澳牧，携手《三湘都市报》、
《都市快报》 及杭州无烟城市项目管理办公
室，在长沙、杭州两大城市的人流聚集地，开
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公益行动，以“1包烟换
1盒奶”的公益号召，呼吁广大家庭“关注儿
童成长，减少二手烟伤害”。创意无限的“换
烟”装置，趣味十足的互动环节，吸引了众多
家庭参与，现场十分火爆。

1包烟换1盒奶，爸爸别选错了

“1包烟换1盒奶”，顾名思义，就是让爸
爸们在“二手烟伤害”和“孩子的健康成长”
中做出选择。在活动现场，只要用爸爸的1包
烟，便可换取1盒澳牧儿童成长牛奶，爸爸戒
烟，孩子健康成长，参与方式简单而有意义，
吸引了现场大批家庭的参与。

更有家长表示， 第一次体验这么“坑
爹”的无烟宣传，但孩子得到一份健康，自
己也能少抽一包烟。“1包烟换1盒奶”两全
其美， 对于自己孩子都是一次特别的体
验。

创意装置成今年无烟日亮点，
烟爸大呼“坑爹”

“1包烟换1盒奶” 的无烟日号召十分新
颖，现场的创意装置更是成为整个公益行动
的亮点。在长沙悦方ID�MALL和杭州星光国
际广场的活动现场， 高约3米的“自动戒烟
机”引发了众人围观和参与。爸爸只要托起
孩子，让孩子从装置的上方入口投进爸爸的
香烟，“自动戒烟机”便会从下方出口送出一
盒澳牧儿童成长牛奶。

更让现场围观人群拍掌叫绝的是，这台
“自动戒烟机”不仅能让爸爸“戒烟”、孩子获
得一盒澳牧儿童牛奶， 还会制造不断的惊
喜。现场有家长豪气地把一整条香烟投进机
器，机器便“智能”地送出了一箱澳牧牛奶。
此外，乐高玩具、芭比娃娃等各种出其不意
的六一儿童节礼物也让参与活动的家庭惊
喜连连。

全球有超过 40%的
儿童家庭至少有一名家
长抽烟，近二分之一的儿
童经受着二手烟的伤害。
作为首都和国际大都市，
北京市的控烟立法为全
国做出了表率，随后全国
性的控烟法规也呼之欲
出。 而此次澳牧在长沙、
杭州发起的“1包烟换1盒
奶”无烟日公益行动就是
对控烟立法的有力响应，
更为提倡减少二手烟伤
害、为儿童营造健康成长
环境的公益行动树立了
典范。

而作为澳大利亚知名
食品企业自由食品集团旗
下 的 高 端 品 牌 ， 澳 牧

（Australia’s�Own） 自进
入中国市场， 就致力于把
最好的牛奶带给中国家
庭。 以100%生牛乳为原
料， 其3.4g/100ml的蛋白
质标准含量， 远高于中国
国标要求的 2.9g/100ml
（最新在澳大利亚权威检
测机构DTS-Dairy�Tech-
nical�Services�Ltd送检的
检测结果显示， 澳牧儿童
成长牛奶的蛋白质含量为
3.6g/100ml），而配方中含
的铁锌、多种维生素，也是
3-12岁儿童成长所必需的
营养成分。 关爱中国儿童
的健康成长， 这就是澳牧
在中国的使命。

■记者 肖祖华

用最好的产品和行动，关爱中国儿童的健康成长

周末去看八省市地方特色美食

每周质量报告

食药监总局抽检
味好美铅超标上黑榜

澳牧儿童成长牛奶发起的“1包烟换1盒奶”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