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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连线

跨捞刀河桥合龙，星沙联络线6月通车
3月10日晚，跨捞刀河桥顺利合龙，长沙市民可如期在6月经星沙联络线往返星沙了。星沙联络线西起二环中

岭立交，跨越捞刀河大桥，东至京港澳高速月形山互通，全长约7.4公里，是连接长沙市区与星沙的一条城市快速
干道。跨捞刀河桥合龙意味着开福区段主体全部完工，整条线计划今年6月通车。

■记者 叶子君 田超 实习生 邓涛 摄影报道

长沙招募500家庭
培养零废弃先锋

本报3月10日讯 今天上午，
长沙市妇联公益项目“湘有绿媛
环保行” 受训绿媛的结业典礼暨
长沙市民政局福彩公益三社联动
示范性项目“零废弃先锋养成计
划”的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

据介绍，“湘有绿媛环保行”
是绿动社区环保组织组建的一支
绿媛志愿队伍，以社工+义工的形
式为社区提供环保服务。 本次活
动上有20名绿媛结业，6名绿媛被
授予“绿媛使者”称号。

绿动社区环保组织与梅溪湖
街道润龙社区共同启动了“零废
弃先锋养成计划”， 将招募500个
家庭发放红糖、 酵素桶制作环保
酵素消减厨余垃圾， 推行垃圾减
量，倡导零废弃，逐步推进社区垃
圾分类，打造两型社区。另外，还
给300个家庭提供了免费空气质
量检测的名额。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袁永红 杨锐

本报3月10日讯 车像往常
一样停在路边， 却收到了罚单，
今天上午，长沙市开福区福城路
周边不少车主遇上这种情况，这
些罚单还很“贴心”地准备了二
维码付款方式，二维码中间还有
个警徽。开福交警表示，长沙并
没有开通二维码扫码交罚款的
业务，此种假罚单几个月前已经
出现（详见本报2016年10月10
日A10版），现在又“升级”了，请
市民提高警惕。

记者在一份印有缴费二维
码的“违法停车罚款单”上看到，
单上有打印的车牌号， 并提醒：
车辆违法停车，违反了《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56条的规定，处罚
款两百元暂不扣分。 要求车主
“持此单到开福区交警大队处
理，或于24小时内使用微信快捷
支付缴费”。

单子的形式及内容表述均
参照了交警部门的“违法停车告
知单”， 且底部增加了一个带警
徽的二维码，部分车主看到罚单
一时难辨真假。开福交警在巡逻
中对假罚单进行了收缴。

交警部门提醒，扫描骗子的
二维码会直接进入到付款页面，
而长沙交警目前没有开通二维
码扫码交罚款这项业务。目前长
沙交警对外公布的可供缴罚的

二维码有长沙交警微信公众平
台二维码、支付宝城市服务二维
码。前者需先微信关注“长沙交
警”公众号，绑定车主驾驶证及
车辆信息才可以处理长沙地区
的非现场处罚，不会直接进入缴
费页面；后者则只能为交警现场
开具的处罚缴款， 需要输入9位
或15位处罚决定书编号。

并且，非现场执法凭证不能
直接缴款。按照行政处罚程序，不
按规定停车的非现场抄牌记录，
必须由当事驾驶人接受交通违法
处罚， 由交警部门作出处罚决定
之后才能缴款。 ■记者虢灿

日前，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组织开展了全省食品安
全监督抽检行动，此次执法检查
发现19批次食品不合格，涉及馒
头、包点、财鱼、黄鸭叫、姜等。

对抽检中发现不合格食品的
经营单位， 省食药监局在第一时
间通知长沙、邵阳、岳阳、常德、郴
州等市食药监部门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责
令生产经营企业及时采取停止销
售、 召回不合格产品等措施，彻
查问题原因，全面整改，并对相
关企业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多个包子店甜蜜素超标

这次执法首次将抽检的重
点涵盖到中小个体面点经销户，
发现了湘阴县徐记老面馒头店、
长沙市开福区友峰包子店、武陵
区李义平包子店销售的馒头、肉
包等环己基氨基磺酸钠（甜蜜
素）超标。

甜蜜素是一种常用甜味剂，
其甜度是蔗糖的30～40倍。作
为非营养型甜味剂，可广泛用于
面包、糕点、饮料、配制酒及蜜饯
等各种食品中。《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规定，发酵面制品
不得使用甜蜜素。 长期过量食用
甜蜜素超标的食品， 会对人体健
康造成一定影响。

水产品检出可致癌添加物

执法过程中发现，步步高商
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金星
大道分公司销售的财鱼、长沙市
开福区花江田园香生鲜店销售
的黄鸭叫、长沙市开福区鲜滋味
生鲜超市销售的黄鸭叫非法添
加了孔雀石绿。

孔雀石绿是一种三苯甲烷
结构的染料，具有驱虫、杀菌和
防腐的作用。我国农业部公告第
235号《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高
残留限量》明确规定所有食品动
物禁止使用孔雀石绿。孔雀石绿
在鱼体内长时间残留，通过食物
链可能对人体产生致畸、致癌和
致突变等危害。

另外，邵阳步步高连锁超市
有限责任公司南站店销售的黄
鸭叫非法添加了呋喃唑酮。这是

一种广谱抗生素，硝基呋喃类药
物及其代谢物可致胎儿畸形、诱
发癌症，具有相当大的毒性。《动
物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
规定，禁止呋喃唑酮用于所有食
品动物。

这些鱼检出兽用药物

这些鱼检出恩诺沙星+�环
丙沙星：包括湖南家润多超市有
限公司朝阳店销售的鲈鱼、湖南
八百里农产品销售有限公司销
售的黄鸭叫、长沙市开福区花江
田园香生鲜店销售的财鱼、长沙
市芙蓉区梦星水产经营部销售
的瓦子鱼。

恩诺沙星，又名恩氟奎林羧
酸，属于氟喹诺酮类药物，化学
合成广谱抑菌剂，在预防和治疗
畜禽的细菌性感染及支原体病
方面有良好效果。环丙沙星为合
成的第三代喹诺酮类抗菌药物，
具广谱抗菌活性， 杀菌效果好，
是目前兽医临床应用的氟喹诺
酮类中最强的一种。《动物性食
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规定该
类药物在动物肌肉、脂肪中的最
大残留限量为100μg/kg（以恩
诺沙星+环丙沙星之和计）。长
期摄入氟喹诺酮类药物超标的
动物性食品，可引起轻度胃肠道
刺激或不适及头痛、头晕、睡眠
不良等症状，大剂量或长期摄入
还可能引起肝损害。

子姜老姜铅含量超标

执法检出长沙市人人乐商
业有限公司郴州购物广场销售
的子姜、邵阳步步高连锁超市有
限责任公司南站店销售的老姜
含铅。

铅是一种在自然界广泛分
布且有重要工业用途的环境重
金属污染物，空气、家居环境、饮
用水和食品均不同程度地含有
一定量的铅。通过饮食摄入和空
气吸入是成年人铅暴露的主要
途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
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
2012）规定，块根和块茎蔬菜的
铅的限量为0.1mg/kg。 铅在生
物体内具有蓄积性，长期低浓度
暴露可影响心血管、中枢神经等
系统发育。 ■记者 刘璋景

本报3月10日讯 “打击假
冒伪劣，3·15在行动。” 今日下
午，长沙市质监局组织的数十辆
装满假冒伪劣产品的车辆在长
沙市金星北路附近集结，准备开
往黑麋峰垃圾填埋场进行集中
销毁， 市民金先生看到这一幕
后，立即掏出手机拍小视频发朋
友圈。

长沙市质监局在“3·15”消
费者权益保护日前夕，组织开展
了假冒伪劣产品集中销毁处置
行动。将近年来在执法打假过程

中依法没收的，经财政、物价部
门认定已丧失使用价值的产品
及原料包装进行集中销毁处置。
此次共销毁日用消费品、作弊计量
器具、电子产品、食品相关产品和建
材包装材料等假冒伪劣产品共20
余车约120余吨。

长沙市质监局局长张庆和
表示，“销毁过程中我们会全程
记录，公开、透明并接受监督，确
保这些假冒伪劣产品不会再次
流入市场。”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张文革

注意！我省19批次食品抽检不合格
涉及馒头、包点、鱼类、姜等，一些添加物长期摄入能致癌 看看有没有你常光顾的店

长沙质监集中销毁120余吨假冒伪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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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罚单”再现长沙
交警：未开通扫码缴罚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