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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进口台湾问题产品
#CDEF

%

&

$

GH !,-./

0"为避免食品!食品添加剂及相关产品
受到邻苯二甲酸酯类非食用物质污染"

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公告指出"将从 !月 "

日起暂停进口台湾方面通报的问题产
品" 统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也被
纳入其中#

国家质检总局表示" 根据台湾有关
方面的通报" 台湾部分食品添加剂生产

企业在其生产的起云剂中违法添加邻苯
二甲酸酯类非食用物质" 并导致使用违
法企业生产的起云剂的下游食品生产企
业的食品受到污染$ 为保证大陆消费者
健康%保障进口食品!食品添加剂及相关
产品质量安全" 质检总局将进一步加强
进口台湾食品! 食品添加剂及相关产品
检验监管$

根据公告"自 !月 "日起"暂停进口

台湾方面通报的问题产品生产企业生产
的运动饮料!果汁!茶饮料!果酱果浆!胶
锭粉类产品和食品添加剂$

国家质检总局表示"从 !月 "日起对
允许进口的上述台湾产品必须凭台湾方
面有资质的实验室出具的不含邻苯二甲
酸酯的检验证明报检"否则暂停进口$ 出
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出上述产品含邻苯
二甲酸酯的"这些产品不得进口"并暂停

其生产企业的相关产品进口$

除了统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统一
甘蔗汁! 统一芭乐汁和统一金桔柠檬汁之
外"包括昱伸香料有限公司生产的添加剂!

名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悦氏运动饮
料等多种产品都被纳入暂停进口的产品之
列$ 暂停进口的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生产企
业名单将在国家质检总局网站进出口食品
安全热点关注栏目发布并更新$

\]^_`abcdef;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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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 记者从有关监管部门
获悉"针对日前台湾地区发现的饮料等食品非法添加邻
苯二甲酸酯类非食用物质的事件" 在国务院食品安全
委员会办公室的组织协调下"有关部门和地区已迅速
采取措施"全面加强对台湾进口运动饮料!果汁!茶饮
料!果酱果浆!胶锭粉类等食品及相关食品添加剂的检
验监管"深入排查风险隐患"确保消费者健康安全$

一是加强进口环节监管$ 已停止进口台湾方面
通报的问题产品生产企业生产的食品及食品添加
剂$进一步加大对台湾进口食品!食品添加剂的检验
力度"同时加强对其他相关国家!地区进口食品!食
品添加剂的风险监测" 凡发现含邻苯二甲酸酯类物
质的一律不得进口$ 已停止进口的食品及食品添加
剂生产企业名单" 已在质检总局网站的进出口食品
安全热点关注栏目发布并将及时更新$

二是加强市场流通和餐饮服务环节的监管$ 已
对台湾方面通报的问题产品采取召回!封存措施$组
织对相关食品流通企业和餐饮服务单位进行全面排
查检验"责令立即下架台湾相关企业问题产品$全面
加强对相关产品的检验检测" 凡发现含邻苯二甲酸
酯类物质的将立即采取封存!调查!召回等措施$

三是加强对企业的排查监管$ 已组织对相关食
品和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进行全面排查" 重点检查
有无采购或使用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 有无使用台
湾问题企业生产的&起云剂'等情况"凡发现食品%食
品添加剂中含有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的将立即查封
处理" 查清问题原因和原料采购来源% 产品销售去
向"发现非法添加的立即移交司法机关依法严惩$

经认真排查" 广东省质监部门于 #月 $%日检验
确认"一台商投资企业&东莞昱延食品有限公司'使用
来自台湾的含有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的原料生产食
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产品主要流向广州%江门%东莞
等地"有关方面已对其采取查封和扣押原料%产品及
生产设备等措施" 当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开展调查"有
关部门正在彻查产品流向并将及时公布相关信息$

四是加强风险监测$ 有关部门已要求各地加大对
台湾进口相关食品%食品添加剂的风险监测力度$经对
市场销售的 "&种含乳化剂的国产饮料进行监测抽检"

目前尚未发现非法添加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的情况$

五是有关部门已将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列入可
能用于食品的非食用物质&黑名单'"并明确了相应
的检测方法$

被毒百叶染黑的人生
!!!"#$%&'()*+,-./

这是一本错别字连篇的&制假笔记'"

歪歪扭扭的字迹触目惊心$只有初中学历
的制假者" 在笔记本上记录了利用双氧
水%工业碱等有害添加剂"发制%漂白百
叶%茄参%毛肚等食品"协助老板非法获取
暴利的全过程$

&制假笔记'来自沈阳市针对食品安
全领域违法犯罪行为展开的&利剑'行动$

不久前"沈阳市公安局东山派出所根
据半个月的摸排%暗访"在沈北新区兴隆
台镇捣毁了一家日销售千余斤有毒%有害
水发制品的黑加工点$ 在这起案件卷宗
中"记者发现了工人张强(化名)的一本
&制假笔记'"其中记录了他一年两个月制
假生涯的技术要领和心得体会#

翻开&制假笔记'"展现了这位 '( 岁
年轻人一段被毒百叶染黑的贪婪%恐惧的
人生#

6KLMNOP"

GQRSTUVW

&要达到一级水发货计师 (技师)'%

&劳动创造财富" 目标成就人生'%&先吃
苦"后想福(享福)'这是张强&制假笔记'

扉页上的几句话#

)(岁的沈阳新民市人张强只有初中
文化""!岁便开始在社会上打工" 先后干
过家具组装工% 电焊工和海鲜搬运工#

*+"+年初"他开始在这个水发制品加工点
当工人#

在沈阳市某看守所内"记者见到了已
被刑事拘留的张强#他说*&我的工作就是
用煮!晾!泡等工艺制作百叶!茄参!毛肚

等水发食品$制作过程中会加入起增重作
用的工业碱"起漂白!防腐作用的双氧水
和起中和酸碱作用的盐酸$平时厂房里就
我一个人负责食品制作"货好了会有专人
运到市场$ '

张强工作的黑加工点位于沈阳城区外
几十公里的沈北新区兴隆台镇"记者驱车近
"个小时才赶到这里$ 在百余平方米的厂房
内"记者看到"十几个一米见方的大铁桶内
装满了已经发好的! 又大又白的百叶和黄

喉$ 而分别加入工业碱!双氧水和盐酸的三
根大管子竖立在厂房的一面墙上$

据黑加工点业主范大贤供认"他们每
天生产 "+++斤左右的水发制品" 都发往
沈阳北大营海鲜市场$

据办案人员介绍"这个黑窝点自己有
加工点!运货车和批发点"有毒!有害的水
发制品从生产到销售只需要两天时间$

侦破此案的沈阳市公安局东山派出
所所长周思源介绍说"从目前掌握的情况
看"利用工业碱!双氧水等非法食品添加
剂"制作有毒!有害的百叶等水发产品"在
这个行业不是少数$

张强也承认" 不加工业碱的百叶不
大!不重"不加双氧水的黄喉不白"那样发

制的产品在市场上都没有销路$

XYZ[\"N]

^_&`abc

&*+""年 "月 "日" 煮茄参 !+斤"*

日 *++ 斤"$ 日 ,+ 斤 ------*& 日 "++ 斤"$"

日 "(+斤$ '在张强&制假笔记'的背面"详
细记录着他每天发制各种产品所用原料
的数量$

*+""年 "月"仅茄参一项"他就用了
原料 *,++斤$

张强说"*+ 斤茄参加不到四两工业
碱"经过煮!晾!泡等流程"两天时间就可
以发制出 ".+斤茄参送到市场上卖"也就
是 %斤茄参原料可以出 ,斤货$

据办案人员介绍"黑加工点 %斤茄参
原料的进货价 &+元" 而由它发制出 ,斤
&假茄参'的市场批发价格共计 %+.元$

根据张强的 &制假笔记'"*+%% 年 %

月"黑加工点销售&假茄参'*!+++斤"销售
额 $+余万元"去掉 *,++斤原料的成本价
*+万元"黑心老板仅茄参一种产品的毛利
润就达到 %+万元$

据张强介绍"除了茄参是九倍的出货

量外"百叶!黄喉的出货量大都在 $倍多$

一年多来"自己每天加工各种产品的成品
量约 %+++斤"每天凌晨三!四点钟"都会
有专门的运货车将成品运到北大营海鲜
市场出售$

在张强的&制假笔记'中"除了发货的
技术要领和用料详单外"还有很多制假中
积累的&经验'

在 *+%+年 &月 ,日的笔记中有这样的
记载*&于洪的毛肚和 *!*的黄喉不能要"质

量都不好$ '&/0)的毛肚虽然薄不好发"但
色折(色泽)好而且不影响出货量$ '

正是由于这份&细心'和&努力'"张强
越来越得到老板的信任$他说"入行以来"

自己的工资从 %$++元逐渐涨到 %(++元!

%.++元"直到案发前的 )$++元$

defgY"hM

LijNY

&货要白里透亮"要达到货滑水不滑!

水滑货不滑"不能水货同滑"都滑了就是
货有不好的可能$ '张强的&制假笔记'中"

对自己的产品有着较高的要求$

但在违法漂白食品的过程中"张强年

轻的人生却被&毒百叶'染黑了$

在&制假笔记'的中段"记者看到&战
胜恐惧有胆量'的字样$张强说"那时已经
开始知道所做的工作是违法的"整日生活
在恐惧中$

张强说"随着工作逐渐熟练"他通过各
种渠道发现自己每天投入大量精力干的活
儿竟是违法的生意$干还是不干"张强的内
心一直在挣扎纠结"&我非常害怕" 一度也
有不能再干的想法$ '张强说"我几次向老
板提出辞职"但老板总说找到人再说$

而当老板将张强的薪水涨到 )$++元
时"贪婪在和恐惧的较量中"又一次占了
上风$

张强说*&看着老板不断地加薪"我的
心又开始活动了"我从心里也在说服我自
己"不就是加点添加剂"吃的时候用高温
水烫一下也就没事了$况且干了这么长时
间"也没有人管$ '

薪水!无知!自甘堕落成为张强很难
割舍制假黑暗人生的重要原因$

&手到易"心到难'"在&制假笔记'的
一页"只空空地写了这六个字"特别显眼$

张强说"这是技术还不是很熟练时写
的"当时特别想用心做好这件事$ 但现在
看来"如果没走对路"越用心"犯的错越
大$

隔着冰冷的铁窗"记者看到张强充满
懊悔的眼睛$ &我现在特别怀念以前的工
作和生活" 无论是做木匠时难闻的油漆
味"还是做电焊工刺眼的火花"虽然很辛
苦!很累"但是很快乐"不像造假时天天生
活在恐惧中"至今落得这样的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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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从 !月 %日起正式开征&特种
货物及劳务税'(俗称奢侈税)$ 由
于不少民众赶在 (月底交易避税"

台湾楼市和车市一度出现火爆交
易情形$

台湾永庆房仲集团研展室统
计"台北市 (月二手房成交均价每
坪 (%坪相当于 $-$平方米) 单价
(%-( 万元(新台币"下同)"是去年
%%月以来最大涨幅"房价不但重新
站上每坪 (+万大关" 更创下历史
新高$ 台湾房地产中介信义房屋表
示"不少自住客纷纷把握关键时刻
进场&捡便宜'"买卖双方回归理性
议价"导致交易量大增$

报道说"虽然奢侈税规定对价格
$++万元以上的汽车也要课税"但之
前仍出现一波豪华进口车抢购热潮$

台湾某进口车厂商表示"奢侈税上路初期可
能会因价格提高而影响买气"但就中长期而
言"奢侈税对豪华车市场影响有限$

台湾立法机构 1月 %(日通过的条例
规定"&奢侈税'的征收范围涉及不动产!交
通! 保育! 家具等方面" 最高税率将达
%(!$其中"不动产类锁定的是短期交易的
非自用住宅"旨在打击炒房行为$在高消费
货物部分" 购买非用作大众运输工具的飞
机及豪华游艇" 高尔夫球证及俱乐部会员
证"以及皮草!龟壳!玳瑁和珊瑚等制品"如
达到一定金额都要征 %+!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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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济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近日在有关部
门的密切配合下"经过缜密侦查"先后在河
北省三河市! 深圳市抓获四名非洲某国籍
犯罪嫌疑人$

自 )++.年以来"该犯罪团伙先后在济
南!青岛!广州!深圳!厦门等多个城市作案
(+余起"诈骗人民币 )++余万元$

济南警方侦查发现" 该团伙犯罪嫌疑
人以网络 00聊天或在酒吧以搭讪的方式
结识女性受害人" 近期作案主要是以酒吧
搭讪为主$ 犯罪嫌疑人自称是美国人或法
国人"在与受害人的交往中"又称家中的父
亲是官员或银行家"已去世"留有 1++万美
元遗产"可以给受害人投资做生意+还有的
许诺可以和受害人结婚等$

警方调查发现" 犯罪嫌疑人在作案过
程中既骗财又骗色" 受害人发现被骗后往
往出于羞于告人等原因不报案" 自认倒霉
了事$ 犯罪嫌疑人就是抓住了受害人对外
国人比较信任"觉得外国人比较有钱"从而
丧失警惕性的弱点"大肆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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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至 !月 %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
院公开开庭审理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王云娜
等涉黑案$ 检察机关指控王云娜等 )$名被
告人犯有组织!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及故意
伤害!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故意
损坏财物!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等罪$

被告人王云娜"别名刘颖"女"石家庄固
瑞特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年 &月因涉
嫌组织!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及故意伤害!

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罪被逮捕$

尤其是 )++,年 $月以来"王云娜为了
进一步垄断保温材料市场" 获得更大的经
济利益"指使王淄!刘亮等人"对同行业的
其他公司业务员及相关人员多次进行跟踪
殴打$王云娜为了有效控制团伙成员"除对
固定成员发放工资外" 还对在违法犯罪活
动中的积极参与者予以重奖$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择日宣判此案$

uvwxyez{|t}

IJCuz{

%

&

$

qH!,-34

4

) 广东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月 %

日通报" 广东省质监局和东莞市在组织对
食品添加剂企业进行排查中发现 &东莞市
昱延食品有限公司'与台湾&昱伸香料有限
公司'有关联"立即进行了执法检查"并抽
检了该公司生产的 $+批次复合添加剂成
品和 )+批次用于生产食品添加剂的原料$

根据广东省质监局 ( 月 $% 日检测
结果" 其中 1 批原料和 1 批复合添加剂
成品检出含有毒工业原料塑化剂邻苯二
甲酸酯类物质(2/34)$查获的进货和销
售记录显示原料 &起云剂用油' 来自台
湾"其食品添加剂产品主要流向广州!江
门和东莞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