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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闵云霄/文

本报记者 李志豹/文
时间过去了一年多，国家有关部门主推的营养强化大米仍

然未能“强起来”。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国内首批 11家营养强化大米研发生

产基地单位中，只有中粮、河南方欣米业集团等少数几家企业
在进行营养强化大米的量产与市场投放，而大多数企业或者没
做或者没有做起来。

业内人士认为，迟迟未出的国标、高成本带来的有价无市
等构成了企业进行营养强化大米生产与市场推广的重要障碍。

国标“难产”

“国标是市场准入的依据，尤其是食品的添加一直以来都
很敏感。”对于迟迟未出的营养强化大米国标，北京古船米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刘亚洲说，“有了标准，我们就能做。”

刘亚洲向记者进一步表示，哪些能添加，哪些不能添加，添
加的量是多少，这些都要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否则，企业不好操
作。
“目前添加剂闹得沸沸扬扬，我们也在等待国家标准的出

台。”广州增城粮食局新塘粮食管理所副所长卢庆忠同样告诉
记者，“有了标准，我们就能做。”

目前的营养强化大米主要是参照大米国标和食品添加剂
国标。而在刘亚洲看来，营养强化大米的标准并不是两个标准
的简单叠加，它需要自身的一个标准，尤其是在检验、化验方
面。

事实上，营养强化大米的标准早就形成，只是一直没有获
得“合法身份”。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国家粮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了解到，

由该委员会起草的营养强化大米标准早于 2009年 5月报送给
了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标准委”）。

该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标准对营养强化大米的定义、
分类、质量要求、检验方法、包装、标签等提出明确要求。
“等着用的标准却迟迟不出。”上述负责人坦言，“我们与国

家发改委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都曾经通过有关渠道催过（国家
标准委）”。

然而，这一业界期盼的标准两年内仍未获颁布实施。
对此，记者致电国家标准委农业和食品标准部问询，工作

人员以“采访需要通过新闻宣传部门”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据业内人士分析，三聚氰胺事件以来，有关食品添加标准的制
定与颁布便变得异常谨慎。而在“塑化剂”风波下，营养强化大
米国标的出台极可能变得越加遥遥无期。

有名无实

“小范围的生产在做，还没有大规模生产的计划。”当记者
问到营养强化大米的生产情况时，卢庆忠这样告诉记者。

北京古船米业的情景基本类似。“还处在实验室的水平。”
刘亚洲说。
“有名无实”的远不止北京古船米业与新塘粮食管理所。在

调查了解中记者发现，11家首批营养强化大米研发生产基地
中，真正将营养强化大米进行量产的不超过三家。

我国对营养强化大米的研究开发从 2002年开始，2003—
2006年，我国营养颗粒混配型营养强化大米和喷涂型营养强化
大米的科研和试生产基本完成。近年来，有一些企业小批量生
产了强化大米并进行了试销售。

可是，销售的情况并不好。
去年 4月 26日，中国粮油学会营养分会、国家公众营养改

善项目办公室、国家发改委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等单位在北京
联合召开了“营养强化大米”上市新闻发布会，中粮大米部、北
京古船米业、新塘粮管所等 11家企业被确定为首批营养强化
大米基地。
“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推这个事是很好的，但它毕竟不是

国家的行政部门，而营养强化大米的推广普及取决于国家政策
的引导与政府的定位。”在丹东维加力营养食品有限公司董事
长张正天看来，中心的力量是不够的，而企业的力量更弱，靠企
业往前推是不可能的。

中粮大米部总经理杨红也曾表示，在国内推广营养强化大
米希望获得相关部门的支持。

市场上的反应或许从超市的销售得到直观表现。在成为国
家发改委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力推的营养大米首批合作企业
后，乐购超市起初上架了营养强化大米。然而，时至今日，“营养
强化大米”早已不见了踪影。

长期跟踪营养强化食品的上海励成营养产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销售总经理徐克表示，“这两年跟前几年的情况基本一
样，在国外有一部分市场，而国内的量则很小。”

转机

徐克认为，较高的成本造成了营养强化大米的“有价无
市”。

目前营养强化大米有两种，一种是将铁、锌、钙、维生素等
营养素喷到普通大米上面，混合、干燥后制成；另一种是将优质
大米碾碎，然后将维生素 B1、维生素 B2、叶酸、尼克酸、铁、锌等
营养素与米粉混匀，再通过模具压制，恢复普通大米形状，将这
种米粒以 4%到 5%的比例，混匀在普通大米中，就是“营养强化
大米”。

由于喷涂法要求企业具备完整的生产工艺，所以国内基本
上采取的是后者的做法。

混配法所需要的营养颗粒有两种来源，一种是直接采购，
一种是自己生产。

目前，市场上可见的营养强化大米多是企业采购营养颗粒
而制成的。“这种营养强化大米的成本比较高，售价自然就高。”
四川省延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孙洪泰说。

河南方欣米业销售部人士告诉记者，他们的营养强化大米
每斤在 10元左右，相当于普通大米的 4—5倍。

孙洪泰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贵就贵在了营养颗粒
上。”

记者了解到，一吨营养颗粒的采购价在 3万元以上。如果
按 4%—5%的掺入比例来算，每斤营养强化大米的成本就是普
通大米的 2倍。“这还不包括包装等费用在内。”孙洪泰说。

而如果是企业自己生产营养颗粒的话，前期就必须投入不
少的资金，加工营养颗粒的设备就需要 2900万元，同时还要承
担市场风险。

即便如此，为降低产品的成本，也有企业尝试自己投资建
设营养颗粒加工基地。
“一吨营养素的采购价格在 3—4万元，而自己生产则只需

几千块钱。”孙洪泰告诉记者，“每吨便可节省 3万元。”
孙洪泰向记者计算说，这样生产出来的营养强化大米的售

价在 3—4元之间，跟普通大米的价格就差不太多了。
“已经投入了 5000多万元，整个工程下来估计需要 1.2亿

元。”孙洪泰透露，他的营养强化大米工程已经进行了一半，预
计年底能建成投产。

1.2亿元不是小数目。对于资金的来源，孙洪泰透露，“一部
分自筹，一部分是朋友通过抵押贷款而投资入股的。”
“正在建的是年产 6万吨的一条生产线，以后是否增加生

产线要看市场销售情况的好坏。”孙洪泰的目标是至少要建成
年产 20万吨营养强化大米的生产能力。

“强化大米”遇阻

在江苏常州横林镇打工的贵州
农民工李华，将木粉从地板厂运到筛
粉厂时，厂房突然爆炸，火焰迅速将
他包围。

被大面积烧伤的李华，目前已经
花去 26 万元治疗费，家里四处筹借
并卖掉房产，也抵不住医院一次又一
次的催费通知单。“如果断药，李华依
旧面临生命危险。”家属含泪告诉记
者。

让人惊讶的是，爆发火灾的这家
企业，居然是一家没有名字、没有批
文的黑厂。

常州市是中国复合地板之乡，而
地板生产的余料木粉是造纸和皮革
的原料之一，受暴利驱动，常州出现
了数十家木粉筛粉企业，但拥有合法
资质的却不超过 5家。

处于真空地带的大批非法工厂，
严重的安全隐患却在不断威胁工人
的生命。

黑厂爆炸

6月 10日，李华还躺在南京医
科大学附属常州第二人民医院的重
病房内。事发 20来天，伤情虽有所好
转，但全身还被纱布裹得严严实实。
主治陈医生告诉记者，李华全身 70%
面积被烧伤，烧伤程度为 2—3度，入
院时伴有休克。

李华，贵州省毕节市阴底乡箐口
村农民，33 岁。5 月 18 日下午 6 时
许，李华到了陈孝唐办的筛粉厂，正
准备到仓库卸货时，突然发现货车的
后面有火星，随后响起“嘭”的一声爆
炸，厂房顿时被大火包围，李华见势
不妙，赶紧打开车门，逃出仓库 ,但此
时衣服已经着火，李华在地上滚了一
转，身上的火焰才熄灭。随后，李华被
送往医院治疗。

记者前往事故发生的木粉厂采
访时，发现该厂坐落在横林镇一家
叫“常州市澄宸塑料厂”的大院内，
老板陈孝唐告诉记者，木粉厂是租
用塑料厂的场地，目前厂房被烧再
加上仓库里面的木粉，一共损失上
百万元。陈孝唐的说法让人大吃一
惊：“我的厂没有名称，也没工商注
册等手续。”

关于起火原因，按照陈孝唐的说
法是，当时李华驾车撞到自己仓库内
的配电箱，正准备起诉李华和顾海
滨。对此，李华的家属反驳说，陈孝唐
的说法仅仅是一种想像，火灾发生
时，厂房仓库根本没有人。如果货车
撞击配电箱，那么厂房内是 380伏的
高压线，李华会被立即烧成灰烬，根
本不可能逃脱。而且厂里机电设备经
过一天的运转，温度偏高，而且仓库
内有大量的粉尘，起火属于线路碰电
导致的自然起火。

记者调查发现，在当地木粉厂
内，确有多起厂房发生自燃现象。
常州市武进区消防队刘队长的

说法是，司机开车进入仓库后，由于
仓库内木粉密度和温度过高，货车进
入后产生摩擦起火，而热量散发不出
去，所以导致爆炸发生。

来自江苏盐城的车主顾海滨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否认了和李华的
雇佣关系，声称仅仅是把车借给李华

使用。
爆炸事故发生后，车主和厂方拿

了一笔钱后拒付医药费，家属一怒之
下围堵了 312国道长达 3小时，车主
顾海滨和厂长陈孝唐在当地政府的
调解下，只得勉强拿出一笔钱。
目前，两老板拿了不到 9万元，

而花去的治疗费已达 26万元。由于
李华住贵州偏僻农村，面对巨额的医
药费，家里四处筹借高利贷并含泪卖
掉房子及物品，银行贷款数万元后再
也无法贷款。
“医院一次又一次的欠费通知，

李华依旧面临生命危险，我都不想活
了。”李华的妻子郑女士从身上掏出
几张欠费单，记者采访的 6月 8 日到
11 日之间 , 医院又多次下达欠费通
知，目前已欠费 3000多元，家属已经
无力再筹借医疗费，李华生命遭到威
胁。
家属与老板不断发生拉锯战：没

钱医治，家属讨要，老板拿点出来，再
没钱，再讨要。家属不断威逼老板，两
老板像挤牙膏一样不断拿钱。
“我们被他们弄惨了。”多名家属

夜间在当地工厂上班赚取生活费，白
天在车主、厂方以及各级政府部门三
者之间周旋，讨要医药费并且不断上
访。
“我们也没有办法，只有找企业

先拿出部分钱来医治，下一步再通过
法院查封他的财产。”横林镇副镇长
唐法荣如此说。

“灰”色链条

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陈孝唐
发生爆炸事故后的筛粉厂又死“灰”
复活。
一个 2000多平方的厂房，一半

在大火中化为灰烬，旁边的一半又开
始非法恢复生产。爆炸事件发生后，
陈孝唐都没有受到任何处罚，是什么
原因导致非法筛粉厂如此胆大？
一位当地人道出了其中的真相：

“发生事故的木粉厂多年以前由塑料
厂老板徐建新（音）创办，后来转手承
包给了陈孝唐。徐建新是“黑白两道
通吃的人，在社会上有地位，在官方
也有人脉。”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徐建新有一

个响亮绰号叫“110”，其言下之意是，
如果找公安摆不平的事，找他就能搞
定，所以在社会上被称为“110”。
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徐建新

塑料厂的工人驾驶无证车辆被交警
查处，只要顺口说“这是 110的车，就
马上放行”。
唐法荣在提到徐建新时也称

“110”，谈及李华被烧伤的医疗费问
题，唐镇长的口吻耐人寻味，“找个和
他关系好的人说一下，让他拿点钱出
来。”
当然，陈孝唐也有一定的活动能

力，这也是一个非法筛粉厂办的有声
有色的原因之一，“去年，我曾经找过
几家保险公司，准备把厂房入保，花
一万多元请人吃饭，最后保险公司的
人说，这是黑厂，不能入保。”陈孝唐
告诉记者。

常州市是中国复合地板之乡 ,据
估算，地板生产企业就达 500 家以
上，这些地板厂在每切割一平方地板
时就会产生一公斤左右木粉。最大的

企业，每天要产生的木粉几十上百
吨，最少的也要 10来吨。
“10 多年前，这些木粉全部当垃

圾丢弃，后来，有人把这些木粉买来
加工后,再卖到外地一些纸厂和皮革
厂当原料，而且价格节节攀升，如
今，从家具厂购买木粉的价格也被
不断抬高，每吨要花 600 多元”，一
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不少人因为
争夺购买家具厂的木粉而多次发生
打架”。

很多人和陈孝唐一样，购进大批
机械设备创办非法筛粉厂。

记者了解到，筛粉厂的工序是，
将木粉放进粉碎机粉碎后，再放入筛
机里面筛选，加工后的粉末，根据粗
细程度分为 30目、60目、100目等品
种，“最精细的是 250目，这种粉末装
在袋子里，像水一样可以摇动”，而出
售的价格，也因为精细程度不同，价
格也不同，加工后每吨有 200-400元
不等的利润，一个工人一天能生产 2
吨左右，但是支付的薪水就 200元左
右，所以导致大量的木粉厂盘踞在当
地。

在常州，和陈孝唐一样没有手续
的非法筛粉厂有 30多个，一位业内
人士说，这些厂只要打点一下政府工
作人员，就可以继续开办。记者采访
得知，陈孝唐在 4年前就已开办木粉
厂，场地面积也在上千平方米，雇佣
10来个工人。经过几年的发展，陈孝
唐实力不断壮大，后来，承包了徐建
新的筛粉厂，在当地同类企业中，陈
孝唐两个木粉厂的规模已成为当地
“龙头老大”，拥有更多的资源和地
位。

让人惊讶的是，两个厂都没有任
何合法手续，也能存活多年。大量非
法工厂处于真空地带，相关部门监管
的缺失，导致安全事故不断发生，威
胁工人的生命安全。

火灾不断

其实，无论是地板厂 ,还是地下
操作的非法木粉加工厂,因为取材于
易燃物品的木材，所以导致火灾不
断。

2006 年 8 月 23 日，常州市武进
区牛塘镇的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
公司一号车间的露天苯储罐区发生
火灾。常州市消防支队指挥中心先后
调集全市 8 个中队、45 辆消防车、
140余名官兵到场才将大火扑灭。

火灾形成约 150 平方米地面流
淌火，扑救 9小时，调用了 87吨泡
沫。5月 18日，陈孝唐黑厂火灾的发
生，消防部门也动用了 9辆消防车，
通宵急救，方把大火扑灭。

2008 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15
日，常州共发生火灾 92 起，死 3 人。
与头一年同期相比火灾起数、死亡人
数分别上升 56.3%、300%。消防部门
分析认为，除了气候等原因外，一些
单位擅自改变建筑物使用性质，导致
“一厂多企”、“一库多用”，极易引发
火灾。

于是，消防部门发动各单位进行
火灾隐患自查自改，同时公安、安监、
工商、文教、卫生、消防等部门将把人
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场所和受金融
危机影响大的单位作为专项检查的
重点，进行地毯式大检查，决不留隐

患死角。
但是，仍然有很大的监管真空，

“很多企业发生火灾后，由于损失不
大，或者直接扑灭，基本都不会上报，
而政府部门根本就不知道。”一位企
业主如此说。

其实，早在 2007年，在火灾隐患
排查整治工作中，常州市按照国务院
和省政府的要求，就开展了大规模的
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当地相关部
门颇有表扬色彩的描述是：“火灾隐
患在限期内全部整改，全市消防安全
环境得到改善，全市两年来火灾四项
指标明显下降，整治工作取得了实
效。”

2010 年，常州市火灾起数比上
年下降 13.9%，全年共发生火灾
340起，死亡 8 人，伤 2 人，死亡人数
上升 60%。 常州市消防部门归纳
认为，目前消防安全主要存在两方
面问题，一是全社会消防安全意识
依然不高，群众消防安全知识技能
欠缺，火灾自防自救能力差。二是重
大火灾隐患仍然不少，高层和地下
建筑、大型商场和娱乐场所防火门
常开、疏散通道堵塞等习惯性违法
行为依然存在。

养患成灾

5 月 18 日横林非法黑厂爆炸事
故发生后，陈孝唐的厂里仅仅购买
了几台灭火器放在办公室，当地派
出所一民警作了一个比喻“事故发
生之前，厂里的灭火器为鸡蛋”———
一台也没有。有关人士分析，从火灾
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情况看，火灾
隐患从产生、形成、发现、确定、整改
到最终消除整个过程中，涉及多方
面的原因和不确定因素，导致现实
中许多隐患久拖不改，最终养患成
灾。

根据公安部 61 号令的贯彻落
实，消防工作逐步走向单位“管理自
主、隐患自除、责任自负”的模式，通
过提高行业准入门槛、细化企业设立
安全条件、开展消防安全评估、加大
事故处理成本等形式提高单位隐患
整改的自觉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常州市有关
人士建议，要通过法律的途径把消
防安全条件确定为相关行政职能部
门年审、发证等审批和许可的备案
条件。这样一来，通过发挥各级行政
监管部门的职责，形成促改火灾隐
患的合力。“但是这对于合法企业来
说有效，对于非法黑厂却没有用”，
一位企业负责人表示，“工商部门对
这些非法企业，基本上不管或者视
而不见”。

一个木粉厂的工人告诉记者，有
一次发现厂里碰电起火，他喊其他工
人赶快关掉电源，自己却拼命往外
跑。在他看来，李华没有逃离大火被
烧伤，“是因为他太倒霉了”！
记者调查发现，常州武进区从事

木粉加工的众多黑厂，不仅白天生
产，而且晚上也不断加班，由于天气
炎热，许多工人直接光着膀子在仓库
内干活，这些工人没有劳动合同，也
没有工伤保险，工作处于高危状态。
如何让安全事故防范于未“燃”，

对于当地政府来说，仍是一个重大的
考题。

———常州地下木粉加工厂事故调查

“黑粉”爆炸

常州市是中

国复合地板之

乡，而地板生产

的余料木粉是造

纸和皮革的原料

之一，受暴利驱

动，常州出现了

数十家木粉筛粉

企业，但拥有合

法资质的却不超

过 5家。

爆炸后的木粉加工厂厂房 本报记者 闵云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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