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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累计向消费者赔偿超344亿元的强生再陷“风波”，疑含致癌物被查

含滑石粉！强生婴儿爽身粉仍在售
近日，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司法部目前正在
对强生公司是否故意隐瞒婴儿爽身粉里含有潜在致
癌物质的事实，展开刑事调查。消息一出，即引发广
泛关注。
事实上，早在3年前，强生就曾因美国一女子长
期使用强生爽身粉患癌死亡被判赔4.7亿元人民币。
一时间，“滑石粉” 成了众多日化用品生产厂家唯恐
避之不及的“雷区”。到如今，三湘都市报记者走访发
现，仅施巴、同仁堂等少数品牌的爽身产品依然以滑
石粉为主，而更多的厂家则开始选用玉米粉、珍珠粉
等产品进行替换。■记者 朱蓉 实习生 彭格欣 赵瞳铱

最新

强生公司因爽身粉疑含致癌物被查

7月12日，美国媒体报道
称， 针对强生公司是否隐瞒
婴儿爽身粉里含滑石粉致癌
物质， 美国司法部正在展开
刑事调查。对此，强生回应表
示，公司正配合司法部调查，
并强调产品不含致癌物质。
这已非强生旗下产品首
次因疑似致癌引发关注。据
相关媒体统计，2016年，一名
曾在长达30余年的时间内长
期使用强生婴儿爽身粉和优
润佳沐浴露的女性患癌死
亡。彼时，在该起诉讼中，强
生公 司被 判 赔4.7 亿 元 人 民
币。3年多时间以来， 共计有
数千名消费者罹患卵巢癌或
间皮瘤控告强生。为此，强生

市场

滑石粉被玉米粉等成分代替

7月15日，三湘都市报记
者在走访中发现， 过去曾是
市场上爽身产品主要原料之
一的滑石粉， 已开始逐渐被
替换为玉米粉、松花粉、珍珠
粉和木薯淀粉等其他成分。
而多款产品还在成分列表或
产品宣传上， 甚至还特别突
出了“不含滑石粉”字样。
但记者注意到， 在多款
强生在售婴儿爽身粉产品
中， 滑石粉依然被作为主要

反应

累计向消费者的赔偿超344
亿元。
尽管强生公司一直坚称
旗下产品不含致癌物质，但
消费者的信任危机似乎并未
因此而解除。7月15日， 当三
湘都市报记者就该公司旗下
产品是否含有滑石粉向强生
中国天猫官方旗舰店客服咨
询时， 客服对话已被设置为
自动回复， 建议顾客就相关
问题“查看产品介绍”。
不过， 在强生婴儿爽身
粉的产品详情页上， 却并未
给出产品成分列表， 取而代
之的是一份被用红底白字标
明“不含石棉，安全更放心”
的相关检验机构检验报告。

成分标注在产品成分列表的
首位。此外，施巴婴儿爽身粉
也是为数不多的含滑石粉的
婴幼儿用品。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
北京同仁堂儿童痱子粉的产
品列表上， 主要产品成分为
玉米淀粉， 而同一品牌备注
为成人用的草木香痱子粉
中， 主要成分又变成了滑石
粉， 前者售价较后者高出4
元，为26元一瓶。

虽无定论，但消费者“
避之不及”

“一般消费者在购买婴
幼儿爽身粉时， 都会特别注
意识别产品成分， 经常询问
是否含有滑石粉，”咿呀母婴
用品英祥春天店的导购称，
主要成分为玉米粉的同类产
品更加畅销。
在记者对家有不到半岁
婴幼儿的16名女性消费者的
随机采访中，几乎都表示，无
论滑石粉是否致癌， 都不会
选择含该类成分的婴幼儿爽
身粉。孩子刚满4个月的周女
士直言，不敢“铤而走险”，就
算贵几块钱，也买个放心。

三湘都市报记者查询相
关文献了解到， 滑石粉应用
广泛，分为化工级、陶瓷级、
化妆品级等多个等级。 而该
成分是否致癌， 相关医学及
化工行业并未有定论。 有一
种观点认为， 滑石粉是否会
对人体造成损害， 这取决于
该种成分的等级和品质。因
滑石粉常与含有石棉成分的
蛇纹岩相伴而生， 这也导致
了该成分常含有对人体造成
危害的石棉等杂质。 而这也
就成为了“滑石粉致癌”的主
要原由。

挑战中东高温天气， 中车智轨首次“
出海”卡塔尔试跑。

通讯员 供图

中车智轨首次“出海”试跑挑战极热
测试道路温度高达70℃ 各项试验指标均符合预期标准
本报7月15日讯 记者今日从
中车株洲所获悉， 全球首创的新
型城市智能轨道快运系统 （以下
简称智轨列车）首次“出海”试跑，
于近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接受极
热环境测试。这是继今年2月智轨
列车在哈尔滨进行极寒试验后，
再次挑战极端环境。
当地时间7月10日， 智轨列
车开始试跑。
此次智轨列车的测试道路为
卡塔尔既有的交通线路， 线路里
程长达70公里。 据现场工程师介
绍，卡塔尔7月份地表温度已飙升
至70℃。
“高温天气对于智轨列车的
电池散热、车载电子 设备 、轮 胎
以及空 调 系统 等设 备 性能 是极
大的考验。” 中车株洲所城市发
展事业部总经理彭忠红介绍，针
对卡塔尔高温天气，研发团队对
智轨 车辆 进 行了 有针 对 性的 研

发和改造，并提出了一套行之有
效的解决方案，包括增强机械转
向装置 及空 气 压缩 机的 散 热措
施、 升 级 储能 系统 的 热管 理 系
统、更换高低压线束及耐高温轮
胎等。
此次测试的重点包括该车在
高温高湿环境下的动力、灵活性、
空调性能、 电池性能和能耗试验
等，测试时间超过两周，全程由独
立第三方进行监督及检测。
据了解， 智轨列车将有轨电
车和公交车优势进行跨界融合，
具有低成本、零排放、无污染、智
能高效的特性。
目前， 智轨列车在卡塔尔的
试车进展顺利， 各项试验指标均
符合预期标准。一旦试验成功，智
轨列车将为2022年 在 卡塔 尔举
行的FIFA世界杯提供交通服务。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姜杨敏 陈雅丽

长沙市民有口福了

100吨温哥华车厘子
乘包机抵长
本报7月15日讯 今日8点36分，
一架满载100吨温哥华车厘子的全
货机， 经11小时的飞行顺利抵达长
沙黄花国际机场。这是今年长沙机场
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正式运营以
来，首架747机型的进口水果包机。
自今年5月长沙机场进境水 果
指定监管场地正式获批并继6月正
式运营以来，先后进口了菠萝、榴莲、
山竹等水果共46.6吨。如今，恰逢温
哥华车厘子的上市时期，100吨车厘
子又“乘坐专机”抵长。值得注意的
是， 该次包机航班为临时加班班次。
预计在7月21日，还将继续迎来第二
班临时加班的进口水果包机，进口量
也将在100吨左右。 ■记者 和婷婷
实习生 丁子琦 文潇
通讯员 李芯慧 陈丽

湖南中行与国网湖南电力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7月12日，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
与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举行全
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签约仪式上，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孟庆强董
事长、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罗建军
行长分别致辞。
罗建军行长在致辞中表示，中
国银行湖南省分行与国网湖南省电
力有限公司 此次 战略 合 作协 议签
订， 标志着湖南中行与国网湖南电
力进入了全面合作的新阶段， 双方
一直共同致力于为湖南经济建设贡
献力量。未来，我们将更加聚焦新应
用场景下的银 电智 能 账务 系统 共
建，为国网湖南电力推进的“一省一
行一账户”工作贡献力量。此外，双
方还将在普惠金融、 信息服务等方
面开展广泛合作， 充分利用各自优

势， 为全省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和经
济加快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孟庆强董事长在致辞中表示，
长期以来， 我们双方在围绕全省工
作大局，主动融入“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精诚合作，忠实的履行在
湘央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责任，以
实际行动彰显了国有企业“六个力
量”重要作用。这次我们共同签署全
面战略合作协议， 必将进一步紧密
合作关系，拓宽业务合作范围，拓展
服务民生合作领域， 有效提升双方
服务水平和发展能力。 在信息科技
的引领下， 我们将共同推进渠道智
能化建设，改善电力客户缴费体验，
创建多领域信息数据共享机制，带
动社会资源共享， 为建设富饶美丽
幸福新湖南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双方通力配合下， 国网湖南
省电力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共同建
设的银电智能账务系统全部功能在
同业中率先上线， 实现了银行柜台
等线上线下全渠道电力缴费功能、
电费省级账户集中功能和为用电客
户提供专属银行账号功能， 提高了
工作效率。
除了信息系统建设， 双方还将
在资金管理服务、公司融资、员工金
融服务、 渠道建设和信息服务等领
域广泛开展合作。
此次全面战略合作签约， 标志
着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与国网湖南
省电力有限公司的合作迈入了一个
新的阶段；双方将以科技引领，强强
联合， 探索大数据时代下银电合作
的新路径。 ■通讯员 姚卫 经济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