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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两家洋奶粉被暂停在华注册资格
分别是德国的特福芬和法国的安吉兰德，涉事品牌网店仍在低价促销
■记者 朱蓉
6月1日，中国国家认证认
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认
监委”） 更新了德国和法国的
婴幼儿配方奶粉注册企业名
单， 其中， 德国企业T pferGmbH（中国有机产品认证证
书号：100OP1200053）以及法
国企业NUTRIBIO（中国有机
产 品 认 证 证 书 号 ：
001OP1400126）被暂停资格，
分别涉及特福芬、安吉兰德两大
奶粉品牌。
这是继5月14日暂 停 了
奥地利婴幼儿配方乳品生产
商Agrana St.rke GmbH的在
华注册资格后，第二次暂停国
外生产企业在华注册资格。
在过去， 洋奶粉虽然价
高， 但因为质量好而受到国
内消费者的喜爱。 在最近接
二连三的暂停注册资格、质
量风波后， 市场和消费者怎
么看？

洋奶粉品牌
注册资格被暂停
虽然截至目前， 认监委
尚未对这一举动说明缘由，
不过， 这也就意味着由上述
两家国外生产厂家生产的婴
—特 福 芬 、
幼 儿 配 方 奶 粉——
安吉兰德或将不能再在我国
市场上进行销售。对过去红红
火火入华销售的洋奶粉整体
市场而言，无疑造成打击。
事实上， 这已不是认监
委首次对海外生产厂家和洋
品牌“出手”。约1个月前，来
自奥地利的洋奶粉品牌
—奥
“Holle” 的生产厂家——
地 利 Agrana St.rke GmbH
被取消在华注册资格， 成为
我国首例被暂停在华注册资
格的洋奶粉生产厂家。

这些洋奶粉
曾被检出不合格
对洋 奶粉 品 牌 而 言 ， 中
国无疑是一个吸引力巨大的
市场。而根据国家相关规定，
想要进入这一大市场分蛋糕

的海外企业， 首先需要获得
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
委员会的注册资格。 取得这
一资格后， 才能够在国内市
场各渠道进行销售。
记者注意到，在3家海外
生产厂家被暂停注册资格
前， 上述三个品牌奶粉均被
质检相关部门检出质量问
题。
在黑龙江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发布的2016年第16
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公
告上， 原产地为奥地利的
Holle品 牌有 机较 大 婴儿 配
方奶粉2段和有机婴儿配方
奶粉1段被检查出维生素A指
标未达标和检出阪崎肠杆
菌， 同时两款产品的锰指标
不符合标签标示值；另有4批
次原产德国的特福芬有机婴
儿配方奶粉被检出二十二碳
六烯酸和二十碳四烯酸两项
指标均不符合标签标示值；
原产国为法国的安吉兰德有
机婴幼儿配方奶粉1段被检
出维生素A指标未达标。

说法

涉事品牌网店
仍在低价促销

在世界500强企业工作的李女士：我们小时候哪有什么婴幼儿奶粉，都是现在经济发展了从国外学
的概念。我觉得洋奶粉未必比国产奶粉好多少，我家孩子就是喝国产奶粉长大的，现在也很聪明、健康。

6月2日， 记者前往长沙
市内主要超市进行走访，尚
未发现上述两大品牌婴幼儿
奶粉在售。 在家乐福芙蓉广
场店内，导购员介绍，近期来
说洋奶粉销量稳定， 并未听
到消费者关于上述品牌的咨
询。
打开 淘宝 进 行 检 索 ， 记
者发现特福芬、 安吉兰德两
大品牌的天猫官方旗舰店仍
在正常营业。值得注意的是，
两家品牌均“默契”地打出了
低价促销牌。 并且上述品牌
官网上， 并未有任何关于生
产厂家注册资格被暂停的解
释。 而当记者对两个品牌的
客服就此事进行咨询时，均
未获得回复。 而在品牌网店
的宣传页上，“认准欧盟、德
国、 中国三重权威有机食品
认证标志” 的宣传语仍然醒
目。

湖南跨境电商业内人士：一直以来，婴幼儿奶粉都是平台销量的王牌产品，但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
收紧和对奶粉市场监管的日趋严格，洋奶粉品牌在国内、省内的销售将进入调整期，，市场将从“盲目崇
拜洋品牌‘向’有要求、有准入门槛”的方向发展，政策的规范也将淘汰一部分品牌和产品，而平台则“从
奶粉、尿不湿为市场份额争夺标牌产品向更广泛的经营范围转型。”

监管

行业监管日趋严格，市场或将重新洗牌？
近年 来，随 着市 场 的日
趋开放和网购形式的丰富，
越来越多的洋奶粉品牌通
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市场。
其中，不乏一些尚未通过政
府相关部门批准从官方渠
道进入中国市场的品牌和
产品。此次国家认监委暂停
了3家海外洋奶粉生产厂家
的资质，无疑意味着，国家
相关部门对洋奶粉市场和
产品的质量监管呈现出日

从各大商家的销售情况看来，婴幼儿洋奶粉尤其受到年轻消费者的欢迎，成为商家的“
拳头产品”。

趋严格的势头。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印发2016年食品安全
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出台，
要求“对进口婴幼儿配方乳
粉质量安全开展全面检查”。
同时，也针对所有的婴幼儿配
方乳粉提出了监管政策，要求
规范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
方注册管理，继续加强对婴幼
儿配方乳粉和婴幼儿辅助食
品等重点产品的监管。

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成功赔付老年防癌险
汪女士是泰康人寿的客户，
购买了泰康老年防癌险，保额9万
元。今年3月，汪女士乘坐摩托车
时被一小车撞倒，去到医院检查，
被诊断出患有脑膜瘤， 入住中南
大学湘雅医院进行手术。 泰康人
寿湖南分公司调查核实后， 根据

保险合同正常赔付汪女士9万元。
遭遇车祸是不幸的，然而，汪
女士在检查中意外发现了恶性肿
瘤，得以及早治疗，保险金的正常
赔付缓解了治疗费用压力， 可说
是不幸中的万幸。这也提醒我们，
定期体检很有必要， 及早干预对

提高治愈率、存活率有积极作用。
同时，风险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
都应为自己和家人购买充足、适
合的人寿保险， 万一意外或疾病
不幸来临， 保险金至少可帮助家
庭渡过经济难关。
■潘显璇 王志平

我省首家福彩规范化建设示范店新装落成
近日， 湖南省首家福彩规范
化建设 示范 店 在长 沙市 建 成使
用， 这是一家经营了12年以上的
老福彩投注站， 位于长沙市开福
区彭家巷258号， 投注站编号是
43019658。这是长沙市福彩中心
为贯彻落实省中心有关投注站规
范化建设示范店的工作要求，按
照中福彩中心印发的 《中国福利
彩票销售场所规范化建设手册》
（2015版） 有关福彩旗舰店规范
化建设的新标准建设而成。
走近该投注站，“中国福利彩
票” 红底白字的吸塑店招和写着
“中奖与否·气和意平” 的LED电
子显示屏， 瞬间提升了站点的档
次和品位。进入店内，大理石饰面
和福彩LOGO组合的销售台背景
墙相当亮眼， 成了全店的点睛之
作。 两侧墙面的福彩公益展示宣
传栏和玩法走势图排列有序，销
售柜台和供彩民使用的桌椅更是

焕然一新。 业主难掩兴奋地说：
“现在来店里的新彩民多了，彩民
们逗留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就连
自己也 觉 得看 店子 是 一种 享受
了。”
根据 省 福 彩 中 心 有 关 2016
年度投注站规范化建设示范店工
作的统一部署， 我省年内将陆续

建成200个福彩规范化建设示范
店， 往后全省福彩系统还将继续
加大投注站规范化建设的工作力
度， 进一步提升全省投注站规范
化建设水平， 努力为彩民营造更
好的购彩环境， 让彩民朋友尽情
享受健康购彩、快乐购彩的乐趣。
■王慧婷

湖南省首家福彩规范化建设示范店内焕然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