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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5日讯 记者
今日从长沙市会展办获悉，
2019年春季全国制药机械博
览会暨中国国际制药机械博
览会（简称全国药机展）定于
4月17日至19日在长沙国际
会展中心举办。

全国药机展每年举办两
次，分别为春季和秋季，是商
务部列为重点支持展会之
一，是业界公认的专业化、国
际化、规模大、展品全、观众
多，集贸易、研讨于一体的制
药装备行业交流平台， 已经
举办了56届。

2017年秋季全国药机展
就是在长沙举办的， 因此此
次展会已是长沙与全国药机
展的第二次“牵手”。

“2019春季全国药机展
报名开放不到一个小时，
7882个展位就被一抢而空。”
长沙市会展办副主任张熙坤
介绍， 此次展会的展览面积
约15万平方米，有7882个展
位，1135家展商参展，其中包

括来自欧洲、美国、日本、韩
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360家国际企业，规模和影响
均创历史新高。 展出的设备
涵盖制剂机械、原料药机械、
药品包装机械等八大类近万
台设备， 预计将吸引专业观
众8.5万人次。

“许多全球知名厂商，比
如德国博世、 德国西门子、
意大利伊马、美国康宁等企
业， 都会将企业重点设备、
最新产品带到展会现场展
示或进行新品首发。” 中国
制药装备行业协会国际部
主任黄小铁透露，现代化生
物制药设备、制药工业智能
制造设备和解决方案、药品
包装追踪与追溯解决产品
及解决方案将成为本次展
会的热点。

记者了解到， 包括楚天
科技、 千山药机等在内的33
家湖南本土实力企业都会参
加本次展会。

■记者 潘显璇

本报4月15日讯 华尔
街传奇人物、国际著名投资大
师吉姆·罗杰斯将于4月18日
在长沙开讲！今天，亚洲财富论
坛湘江外滩资本峰会新闻发
布会在长沙召开，宣布峰会定
于4月18日举行，邀请了全球三
大金融巨头之一的吉姆·罗杰
斯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亚洲财富论坛湘江外滩
资本峰会由湖南省工商联、

亚洲财富论坛及湖南日报主
办，汇景发展环球中心、华声
在线承办。本次峰会，除了吉
姆·罗杰斯将出席并发表主
旨演讲外， 国内著名经济学
家贾康也受邀来到现场发表
真知灼见， 同时两人将开展
主题为 “共创资本力量”的
对话。 主持人由原央视著名
主持人郎永淳担任。

■记者 潘显璇

王先生介绍，央视“3·15”晚会
后近一个月，市场监管局、休闲食
品协会组织专项整改会议、企业自
查自纠会10余次，表明了监管部门
对整个行业严肃整顿的决心。

记者了解到，为把握住辣条行
业“二次腾飞”的关键结点，湖南
省、平江县食品行业协会正在制定
新的行业规范，以督促行业朝智能
自动化、产品可溯源方向发展。

平江县食品行业协会会长徐望
辉表示，2019年7月前， 平江县所有
会员单位应实现规范化操作， 在关

键生产步骤安装监控； 大企业还应
铺设专用参观通道，中、小、微企业
监控和生产设备升级，“协会还将设
立24小时举报热线， 对举报黑作坊
和不规范企业者最高奖励10万元。”

此外，湖南省休闲食品协会发
布行业自律管理10条措施，引导企
业推进产品电子追溯体系建设，完
善生产过程记录台账，确保产品实
现顺向可追、逆向可溯、横向可控；
协会倡导企业建立质量管理常态
化巡查机制， 成立3-5人质量巡查
小组，不定期开展内部自查。

平江县辣条产业去年产值约200亿元，占全国总产值三分之一 如今超八成企业停产自查

问计溯源，辣条大县酝酿“二次腾飞”

在辣条江湖上， 企业多数
分为以辣条发源地湖南平江为
代表的“南派”、河南郑州为首
的“北派”， 两派相互对立，就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调味面制
品》(征求意见稿)中，辣条究竟
属于“调味面制品”还是“挤压
式糕点”、如何使用食品添加剂
等方面一直存在争议。

不过，辣条产业遭央视“3·15”
曝光后，“南派”“北派” 达成了相对
一致的和解意见： 先消除负面影
响，再谈行业发展，平江县作为辣
条发源地， 生意人在发展产业上
的共同利益显而易见。

4月15日，湖南平江召开全
国辣条企业联席会议， 来自河
南、 湖南的近20家企业代表参
会，参会人员透露，会议主要目
的在于成立全国辣条联盟，齐
心协力促进合规的国标出台。

4月12日，长沙市开福区营盘路小学外一家便利店，辣条已难觅踪影。 记者 黄亚苹 摄

2019年央视“3·15”晚会曝光湖南省平江县、河南省开封市多
品牌辣条生产车间污水四溅、水池墙壁上满是黑色污点，引发关注。
随后，辣条企业迎来“史上最严”监管风暴，平江县超八成企业停产
自查，多省市启动学校校园及周边食品“护苗”行动，辣条被列入重
点检查对象。

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辣条总产值580亿元，平江县约占200
亿元，同时解决就业10万人。作为平江县核心支柱产业，平江辣条业
路在何方？

■记者 黄亚苹 实习生 周浩

4月12日下午4时， 长沙市开
福区营盘路小学外， 放学后的喧
闹声逐渐打破宁静。 听到熟悉的
下课铃声，离校门不足200米的便
利店店主赶忙将摆满零食的小方
桌从屋内抬出， 仔细清点着手中
用于找零的五角、一元人民币。

看到小学生三五成群走出学
校，她起身从店内走出，准备迎接
一天内的最后一次销售高峰，小方
桌上，糖果、辣条、文具等早已摆放
就位。5分钟后， 背着各色书包、戴
着框架眼镜的小学生挤入商店，挑
选着最爱的小零食，摊位附近的地

面，散落着不少被丢弃的包装袋。
“卖完存货就不做辣条了， 现在

管得严。”店主介绍。记者注意到，小方
桌上摆放的零食种类不算丰富，除
文具、小零食外，还有亲嘴烧、鱼趣
等市场反馈较好的辣条品牌。

随后，记者走访了长师附小、
花城小学、湖南一师二附小、麻园
岭小学等小学附近的便利店，均
未发现5毛、1元的辣条产品在售。
一位不愿具名的便利店店主透
露， 食药监所明确表示禁止销售
高盐、高糖、高脂等“三高食品”，
“辣条”自然被纳入禁售之列。

“问题”辣条下架，学校附近禁止销售

“辣条”被曝光，带来的影响
远不止这些。监管风暴迅速来袭，
多个省份迅速启动“问题”辣条下
架以及校园周边食品安全检查。

处于“漩涡”中心的平江县政
府更是动作频频。3月15日晚，平江
县连夜召集县内100余家辣条企业
负责人召开整治大会，宣布对全县
食品企业开展地毯式排查，对问题
企业进行顶格处理；3月21日，平江
县纪委常委决定对县食品药品工

商质量监督管理局安定所、天岳所
分管副所长、所长等10名责任人员
予以党纪立案追责。

“80%以上会员单位主动停业
整改，整改完成后申请县食药局现
场验收合格，才可恢复生产。”平江
县休闲食品协会秘书长陈鹏告诉
记者。据了解，该行业协会以平江
面筋、 平江酱干生产企业为主体，
现有会员132名，如此计算，平江有
超100家辣条产业主动停业整改。

辣条大县八成企业停产整改

不可否认的是， 曝光不合格
生产企业， 有利于行业集中和规
范；但监管“风暴”带来的负面影
响是，辣条产销量下降，一部分生
产企业声誉遭受“重创”。

卫龙食品总经理曹君泰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3·15”之后，
公司了解到部分地区要求批发市
场暂停销售辣条产品， 使得公司
在批发市场的订单量减少了50%
左右，“下游经销商、 零售商都已
停止进货，甚至产品在往回退。只

有进入大型商超、 卖场的产品暂
未受到影响。”

“简直是几粒老鼠屎打坏一
锅汤，对多年培育的市场打击不
小。” 湖南省一家辣条品牌负责
人王先生（化名）介绍，为保证卖
场、 连锁便利店等终端市场，品
牌不得不提供“质量保证函”，不
仅要向经销商、零售商提供第三
方检测报告，还需承诺因食品抽
检质量问题产生的罚款，由厂家
负责。

下游经销商、零售商已停止进货

推进产品电子溯源体系建设

全国共有辣条生产企业近
1000家， 其中平江籍企业占
96%。2018年， 全国辣条总产值
580亿元，平江县约占200亿元，
平江县GDP增速因此排在岳阳
六县市第一位， 并解决10万贫
困人口就业。

鲜为人知的是， 地处湘鄂
赣三省交界，山地、丘陵、岗地
占比高达90.2%的小县城，2019
年3月1日才刚刚脱贫摘帽。

据此， 辣条作为“支柱产
业”，对平江县的贡献可见一斑。

去年平江县辣条
总产值约2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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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春季全国药机展17-19日在长沙举行
7882个展位一小时被抢光

4月18日，投资大咖罗杰斯来长沙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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