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雨花区将建成50家
标准化示范粉面店

本报4月23日讯 记者今日从雨
花区获悉，该区正深入推进餐饮业质
量提升工程，到明年底将完成32所中
小学校周边小餐饮和城区范围内，共
480家粉面店的“透明厨房” 提质建
设，其中示范粉面店共50家。

记者在长沙市雨花区2018年小
餐饮“透明厨房”提质建设实施方案中
看到， 针对以米粉面条为主要经营项
目的小餐饮门店，今年6月底前，雨花
区将统一建设标准， 并在东塘、 砂子
塘、圭塘三个街道试点，着重打造一批
“可复制，标准化，易推广”的样板店。

雨花区食安办主任、食药监局局
长韩哲介绍，“10月底前，将对完成提
质建设申请验收的小餐饮开展评估
验收，并发放经费补助，每家验收达
标的小餐饮店不少于1万元的补助。”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熊其雨

本报4月23日讯 4月
21日，以“花样精彩，舞动弘
坤”暨“保卫蓝天碧水，共建
美好家园”为主题的社区广
场舞比赛活动，在长沙市岳
麓区莱茵城小区举行，莱茵
城、 好莱城140多名居民参
加了表演。该活动由望岳街
道莱茵城社区筹备委员会

联合弘坤房产开发有限公
司共同举办。经过激烈的角
逐，最终，来自幸福莱茵艺
术团的《幸福大团圆》、青春
合力健身球舞蹈队的《青春
踢踏》、 好莱城快乐健身队
的《旗袍美人》分获一、二、
三等奖。

■通讯员 徐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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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本报 4月 23日讯 近
日，省食药监局连发五条检
查警示函， 湖南金磨坊食品
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连食品
有限公司平江县长冲厂、湖
南双娇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

省平风食品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怡口派食品有限公司因
存在生产环境条件不达标或
无法提供建立、 保存不合格
品的处置记录等问题被警
告。 ■记者 黄亚苹

本报4月23日讯 药材
里面添加酒，终究是药。酒或
者食品里添加药材该如何定
论？日前，长沙市的一家餐饮
企业非法销售添加了中药材
的酒被食药监局查处。 中医
师提醒， 药膳并非人人可食
用，贸然进食不但会伤身体，
还可能致命。

喝“壮阳”酒后身体不适

4月初，长沙市民刘先生
与几位朋友到梅溪湖步步
高三钱之府的钱粮湖土鸭
馆就餐。

“大家兴致较高，于是就
准备点些酒水助兴。”刘先生
说，店里的服务员告知他们，
店里的主打是“湖湘糯米
酒”， 喝了这款酒有壮阳补
肾、祛寒散湿、温血通脉的神
奇功效。

刘先生发现， 钱粮湖土
鸭馆销售的糯米酒有多个
种类，如春心动糯米酒标示
功效为“清肺化痰、润肺止
咳、养颜美容”，冬梅醉糯米
酒则标示有“滋阴补肾、潜肝
壮阳、延年益寿”等功效，这
些酒的标签上均注明“添加
多种名贵药材”。

在喝完两瓶糯米酒后，刘
先生感觉头晕胸闷，朋友将他
送至附近的医院。

医生结合刘先生的病

情分析，很可能所喝的糯米
酒里含有某些中药成分，浓
度稍高会对身体产生不良
反应。

食药监督部门查封酒品

记者随刘先生一起来到
长沙市高新区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 该局执法大队的吴
队长查看了糯米酒的样品
后表示，单从酒品的包装上
看，有隐瞒过量饮酒有害健
康的问题。此外，该酒故意
突出保健功能，有虚假宣传
的嫌疑，“我国允许注册申
请的食品和保健食品不包
括补肾壮阳、 活血通络等功
能，声称‘能壮阳’的一律属
于虚假宣传”。

4月12日，高新区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对
三钱之府钱粮湖土鸭馆销售
的涉案糯米酒进行了查封，
并且进行了样品检测。

“酒里面是否添加了违
规中药材， 或者其他成分
物质， 将在60个工作日内
通报结果”， 吴队长表示，
待检测结果出来后， 再作
相应的处罚。

4月13日，记者再次走访
三钱之府钱粮湖土鸭馆的几
家分店发现，“湖湘糯米酒”
已经全部下架。

■记者 刘璋景 李成辉

本报4月23日讯 最近，一
篇“Supreme公交卡可免费申
领1000张”的文章在朋友圈热
传， 文章表示只要用户申请并
完成关注、转发等指定操作，就
有机会领取印有supreme品牌
logo标识的联名公交卡。

今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向
长沙交通集团IC卡中心求证得
知，该中心并未开展此类活动，
文章是不法商家为骗取流量关
注而散布的虚假消息， 建议市
民提高警惕，避免不必要损失。

4月23日下午，“supreme
公交卡” 相关链接因涉嫌诱导
分享已被微信屏蔽。然而，记者
搜索某网购平台发现， 也有不
少卖家在售类似的“supreme
联名卡”。值得注意的是，网售
的所谓联名公交卡价格基本在
40元以上，如在一家名为“迷你
DIY公交卡定制”淘宝店里，其
出售的“湘行一卡通supreme

公交卡”售价为55元，比正常渠
道购买公交卡缴纳的17元押金
贵出3倍有余。此外，在商品评
价页面下，有网友反映了“无法
自助充值”、“刷地铁几乎用不
了”、“卡片太厚”等多个问题。

长沙交通集团IC卡中心负
责人介绍 ， 在获取乘客的
“supreme”样卡后，对卡片进
行了分析， 在系统中显示此卡
为嘉洋公司发行的异形卡，询
问嘉洋公司后推测是不法机构
或个人回收正常公交卡后，通
过暴力拆解改变了卡片外观，
“尽管满足了所谓的‘定制化’
需求，但实际使用中，会造成数
据紊乱及无法识别等各类故障
与风险。”

该负责人表示， 异形卡没
有“湘行一卡通”LOGO及卡
号， 与长沙交通集团没有直接
关系，如卡片出现质量问题，不
享受相关服务。 ■记者 陈柯妤

糯米酒添加中药材就能“滋阴壮阳”？
长沙一饭店自制药酒放倒顾客 食药监：涉嫌虚假宣传 中医师：药酒是药非酒，悠着点喝

在湖南许多地方有用中
药泡酒喝的传统， 临床中也
出现了许多发生“意外”的情
况。湖南省中医附二的专家表
示，泡药酒还需注意这三点：

1、“奇效”的药酒不要喝。如
果某种药酒在短期内有奇效，
很可能是里面加入了其他成
分，切不可听信而购买服用。

2、 配方泡制不可随意。多
种中草药泡在酒里，可能会相
互抵消药物有效成分，或导致
毒性倍增。市民自制药酒前最
好先找中医师把脉后再抓药。

3、 药酒是药不可当酒
喝。 药酒具有药和酒的双重
功效， 饮用剂量在平时的酒
量上减半。

泡药酒需注意这三点

5家食品企业被省食药监局发函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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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张supreme公交卡免费领？ 假的！
长沙交通集团辟谣：并未开展此类活动，系骗取流量虚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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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举办广场舞比赛

长沙市 梅
溪湖步步高三
钱之府的钱粮
湖土鸭馆销售
的药酒被食药
监部门查封。
记者 李成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