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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咋成了“慢性毒药”？
日前，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的多家权威

检测机构的检测结果均显示，在送检的 8 个螺旋藻片样品
中，有 6 个样品的铅含量严重超标。其中：“尤维斯”超标
20%；“绿 A”和“清华紫光（金奥力）”均超标 80%；“汤臣倍
健”超标 100%；“圣奥利安”超标 200%；“康特力斯”超标
820%。

但短短数日后，3月 30日凌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官网紧急公布了以螺旋藻为原料的保健食品重金属专项
监督检查结果，这一文件，令包括汤臣倍健、云南绿 A 在内的
9个产品洗脱了铅含量超标的嫌疑。汤臣倍健也于当天发布
澄清公告，披露原料来源。

申请号码保密

在此次螺旋藻铅风波事件中，处于事件风口浪尖的莫过
于几大上市公司，而汤臣倍健则让消费者更为关注。

4月 1 日，《中国企业报》记者试图通过广州 114 查询当
地汤臣倍健的联系方式，但 114话务员告诉记者，“汤臣倍健
已经申请了号码保密功能，无法查询。”

在汤臣倍健官方网站，《关于汤臣倍健螺旋藻片的说明》
中称：“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通知，我公司螺旋藻
片经由珠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2012 年 3 月 3 日抽
样，送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指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
测，检测结果显示，我公司螺旋藻片符合质量标准。我公司也
希望有关监管机构尽快将检测结果予以公布。”

当天下午 15时 40分，记者与负责汤臣倍健产品抽样的
珠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取得了联系，希望能了解汤臣倍
健的产品检测报告。一位男性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珠海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只负责产品的抽样，不做检测，因此没有
检测结果。

据了解，珠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珠海厂区汤臣倍
健公司提取了螺旋藻产品后，送往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检验
所和北京市药品检验所检测。

值得一提的是，在 4月 1 日下午，央视《新闻直播间》节
目中，珠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赵毅华接受采访时
表示，3 月初珠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上级的有关要
求，对汤臣倍健生产的螺旋藻片进行了抽样，检测结果显示
汤臣倍健产品是合格的。

赵毅华强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健（功能）食品通用
标准，一般产品铅限量每公斤不超过 0.5 毫克，以藻类和茶
叶为原料的固体饮料和胶囊产品，铅限量每公斤不超过 2.0
毫克，而汤臣倍健螺旋藻片检测结果均在 2.0毫克以下。此
前媒体报道将一般产品的 0.5 毫克限量去对应个别产品的
2.0限量，从而混淆了标准的对应物。
拒绝办理退货

3月 31日，《中国企业报》记者联系淘宝网绿 A官方旗
舰店，以消费者名义要求退货，得到的答复为“签收货物七天
内，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可以无理由退货，除此不接
受退货。”

记者提出，现在产品出了问题，为什么不能退货？这名客
服人员告诉记者，“之前都是误传，针对此次事件，国家药监
局已于 3月 30日早上 8点 12分 45秒在中央电视台《朝闻
天下》节目里做了专门说明，绿 A 是合格安全的，请完全放
心服用。”同时，将国家药监局网站通报结果和某网站转发的
“药监局通报螺旋藻铅超标调查结果绿 A 含量低于国标
200%”的网址发与记者，并表示“你自己去看”。

这名客服明确表示，“没有质量问题是不退的。”而他的
依据就是“国家药监局网站通报结果”。

记者试图采访云南绿 A市场部的陈经理，但电话打过去
多是无人接听，偶尔占线。最后，市场部一位男性工作人员接
听了记者电话后表示，“陈经理正在开会，最近会比较多。”这
位工作人员让记者留下联系方式，表示等陈经理回来会转告
以及回复记者。但截至发稿，记者未收到来自云南绿 A的任
何电话和邮件。

此前，在 3月 29日 18时 02分，淘宝网绿 A官方旗舰店
贴帖称，“绿 A公布最新检测报告显示：绿 A螺旋藻精片铅
含量 0.7mg/kg，低于国家含量标准 臆2.0mg/kg，符合标准规
定！”

而事实上，令消费者最为不满的恰恰是这个“标准”，到底
是以哪个标准为准？是臆2.0mg/kg抑或是臆0.5 mg/kg。如果按
照臆2.0mg/kg为依据，那么此次铅风波事件就不应该发生，但
如果按照臆0.5 mg/kg为标准，那么此次铅风波事件或将成为
行业整顿之风向标。或许消费者更愿意接受臆0.5 mg/kg的标
准。

业内专家表示，过量的铅在人体内慢慢积累，会酿成铅
中毒。长期服用铅超标的螺旋藻，有可能影响造血功能，导致
免疫力低下、贫血甚至肾功能损害。

监管缺失之痛

据媒体报道，一些涉事的螺旋藻生产企业负责人透露，
“国家食药监局两次抽检结果大相径庭、一些企业从‘不合
格’摇身变‘合格’的背后，是企业‘公关’的结果。”

该报道称，涉事企业之一的“绿 A”市场总监王洁涛及技
术主管于 3月 29日赴京“公关”。王洁涛承认，已与国家食药
监局“沟通”，并表示：“如果官方最新的结论出来，希望媒体
能给我们做些帮助。”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3月 30日
凌晨，国家食药监局紧急发布了最新抽检结果，包括云南绿
A在内的大部分螺旋藻产品铅含量均为“合格”。

中投顾问医药行业研究员许玲妮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由于国家标准并没有对以藻类为原料的片剂
做出详细规定，近期发生的螺旋藻超标一事主要是因检测所
依的标准不同引起的。

许玲妮介绍，据保健 (功能) 食品通用标准 (GB16740-
1997)的相关内容显示，保健食品有害金属及有害物质限量
应符合各类属产品国家卫生标准的规定，无对应类属产品的
一般产品，其铅含量应小于等于 0.5mg/kg，但以藻类为原料
的固体饮料和胶囊类产品，限量被定为小于等于 2mg/kg。
“因为保健品行业在我国属于新兴产业，目前还没有相

应的法律法规，且缺乏行业标准化体系。”许玲妮表示。而保
健食品的标准和检测方法统一之后，监管部门将有标准可
依，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相关企业的违规行为，有助于
行业发展秩序的规范。

保健食品是直接关系到人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危的产品，
许玲妮建议，保健食品企业必须要做到自律。未来这些保健
食品企业不仅需要精心培育自己的产品、品牌和市场，并积
极塑造自身产品的信誉品牌，以增强消费者对保健产品的信
心，同时也要加大产品的研发投入和优化产品结构，以增强
自身产品的综合竞争能力。

螺旋藻片“铅祸”
本报记者 陈玮英

本报记者 陈玮英

“全球最具商业道德企业”
或陷儿童血铅超标事件诉讼

2011年 9月初，在入园、
入学前的例行体检中，上海浦
东新区康桥地区部分儿童陆
续被发现血液含铅量超过正
常指标。此后有关部门对当地
1306名儿童进行血铅检测，发
现 49 名儿童血铅超标，其中
以 1到 3岁儿童为主。

半年之后，上海市政府正
式公布浦东康桥地区部分儿
童血铅超标事件的调查结果，
认定康桥地区环境中铅含量
升高主要是由于江森自控公
司、新明源公司、康硕公司等
企业所排放的铅污染物在环
境中长期积累所致，江森自控
公司是该地区主要的铅污染
物排放源。

4 月 5 日，《中国企业报》
记者来到上海江森自控国际
蓄电池有限公司。公司位于浦
东新区康桥康花新村东南方
向，两者距离约 1.5公里。

此次查出血铅超标的儿
童大多居住在康花新村。

如果江森不承认这起事件与其
有关联，那么这 49 名儿童的治疗费
就极有可能不了了之。“我们只有
采用诉讼的方式与江森进行沟通，
来索要赔偿。”顾先生表示。

目前，这些孩子的治疗费由村
委会先行垫付。浦东新区墙花村方
面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等判定
事件的行为主体，村委会将向行为
主体索要这笔费用。至于截至目前
这笔费用的具体数目，村委会表示
不便透露。

墙花村方面表示，目前，这起事
件由上海康桥镇司法所负责为居民
请律师。

而按照居民的说法，2012 年 3
月 28 日，具有典型性的 5 家涉事居

民已经将诉状等材料都交给了律
师，“清明节后，法院传票将陆续被
送到这些企业。”
“这 5 家官司结束后，其他家也

将陆续对这 3 家公司进行起诉。”
顾先生表示。

也就是说，这 5 家官司的胜负
对整个事件至关重要。

记者试图采访这位律师，但对
方得知记者的意图后表示，居民
“还没起诉”江森等公司，“我们在
考虑中，有进展，再谈看法。”之后
就不再接记者的电话。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儿
童高铅血症和铅中毒分级和处理原
则（试行）》（卫生部 2006 年 2 月发
布）规定，儿童高铅血症和铅中毒

要依据儿童静脉血铅水平进行诊
断。

高铅血症：连续两次静脉血铅
水平为 100—199滋g/L；铅中毒：连
续两次静脉血铅水平等于或高于
200滋g/L；并依据血铅水平分为轻、
中、重度铅中毒。

轻 度 铅 中 毒 ： 血 铅 水 平 为
200—249滋g/L；中度铅中毒：血铅水
平为 250—449滋g/L；重度铅中毒：
血铅水平等于或高于 250滋g/L。

这 5 家的选取正是结合了以上
原则。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顾先
生家的两个孩子中毒程度分别为中
度和重度。
“一年内锁定肇事企业打官司

比较容易，但超过一年打官司就比

较困难了。”顾先生说，如果以 4 月
5 日为一个时间节点，那么在这之
前，企业要支付孩子的治疗费用和
进行赔偿，之后，企业要报销孩子
的全部治疗费用。

据了解，儿童铅中毒可伴有某
些非特异性的临床症状，如腹隐
痛、便秘、贫血、多动、易冲动等；血
铅等于或高于 700滋g/L 时，可伴有
昏迷、惊厥等铅中毒脑病表现。

有资料显示，儿童由于代谢和
发育方面的特点，对铅毒性特别敏
感。研究证实，血铅水平在 10滋早/dL
（dL 为分升，1L=10dL）左右时，虽尚
不足以产生特异性的临床表现，但
会对儿童的智能发育、体格生长、
学习能力和听力产生不利影响。

2012年 2月 25日，上海市政府
正式公布浦东康桥地区部分儿童血
铅超标事件的调查结果，认定这是一
起因环境中铅含量升高而引发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主管部门将依
法追究有关企业责任。

事件发生后，浦东新区政府立即
开展调查。经调查及专家评估认定，
儿童血铅超标与环境中铅污染相关，
康桥地区环境中铅含量升高主要是
由于江森自控公司、新明源公司、康
硕公司等企业所排放的铅污染物在
环境中长期积累所致，江森自控公司
是该地区主要的铅污染物排放源。

据浦东新区环保局污染防治处
披露的信息，2011年 6月 3日，浦东
新区环保局对江森的 35 个排放口做
了检测，发现其中的 4个超标排放。
对此，环保局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
罚款 3 万元；同时责令其停产整治。

同年 6月 21日和 8月 30日，浦东新
区环保局又对江森公司进行了两次
抽查，浓度方面都达标。

按照业内的说法，江森达标只是
基本达标，而不是稳定达标。

康桥地区血铅事件发生后，上海
有关部门和浦东新区立即要求江森
自控公司、新明源公司停止涉铅生产
经营活动。针对康硕公司已停业搬离
原场地，浦东新区政府责成康硕公司
限期修复原场地中已受污染的土壤。

4 月 5 日上午 8 时 53 分，《中国
企业报》记者在江森自控厂区门口看
到，陆续有几辆小轿车驶入。随后，一
辆依维柯驶入大门后停下，车上的人
陆续下车进入厂区。厂区内两三名清
洁工人在做清扫工作。

在厂区东侧，隔着铁栅栏，记者
看到一间大厂房似有要拆迹象。厂房
门已经不见踪影，房门位置的墙体像

是被凿过似的，参差不齐。里面看不
到生产线，搭着高高的脚手架。窗架
也被拆走了，空洞洞的。

9时，记者回到厂区门口看到，3
辆蓝色写有物流字样的厢式货车先
后驶入厂区。随后，一辆红色挂车驶
入，车上装有物品，用帆布盖着。

停产的工厂为什么在上班时间
会有这么多车进入？当天中午，门口
保安人员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周围工作单位临时停放”，工厂已经
停产了，“都搬到长兴（浙江）那边
了。”
“自从 2011年 9月，康桥地区发

生血铅风波以来，江森就没有再开
工。”当地居民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

江森自控大规模搬迁是否是因
为康桥血铅事件？记者联系江森自
控，但截至记者发稿，对方未回复。

此前江森自控在回复媒体时表
示，江森自控上海工厂完全符合中国
的环保法规，我们不认为上海康桥地
区的铅污染以及儿童血铅超标等事
件与我们有任何关联。江森自控将继
续配合中国政府进行相关调查。

可事实上，“江森并不承认中国
专家组的检测结果，他们只承认美国
方面的检测结果。”顾先生告诉记者，
江森从美国请来专家进行检测，结果
显示合格。“你说奇怪不奇怪，哪有在
中国开工厂，不认可中国的检测。”

颇具戏剧性的是，上海江森自控
国际蓄电池有限公司是世界上最大
的汽车零部件和座椅的独立供应
商———美国江森自控有限公司旗下
的一家全资子公司。就在今年 3月中
旬，江森自控连续第六年被 Ethisphere
研究所评为“全球最具商业道德企
业”。

顾先生的儿女算是这次血铅超
标儿童中血铅指标比较高的。

在顾先生家，顾先生向《中国企
业报》 记者提供了其儿女的化验
单，化验单均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新华医院儿童与青少年保健
科出具。化验单上显示，顾先生儿
子的血铅分析值为 354滋g/L，其女
儿的血铅分析值为 497滋g/L，而正
常值应为约100滋g/L。

一个 7 岁男孩和一个不到 2 周
岁女孩的血铅值竟超标了三四倍。这
是顾先生一家人所没有想到的。

当初，顾先生根本没想过要带自
己的儿女去做什么微量元素检测，
“人家劝我带孩子做一下检测，也好
放心”。但他认为自己的这一双儿女
都很健康，只是看上去比较容易出
汗，脾气有些暴躁，而且“喜欢”动，
“这是小孩子的特性。”

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顾先生的
女儿一会儿爬上桌子，一会儿从这屋
跑到那屋，一会儿踩到竹凳上够喜羊
羊面具……一刻也闲不住。

后来，小区里带孩子做检测的人
越来越多，大多都查出了血铅含量超

标，顾先生这才带着自己的儿女到康
桥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抽取指尖
血化验血铅指标。“当时说是一个星
期后拿报告。”

还不到一个星期，顾先生就接到
康花新村医务室的通知，说是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让转告的，他的两个孩子
的血铅都超标较多，建议复查。

几天后，顾先生带着两个孩子到
新华医院进行化验检查。“那天，小区
里很多小孩都去做检查了。”

第二天，顾先生到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拿化验报告。在那，他看到医

生拿着一份写有儿童姓名和化验结
果的名单。他扫了一眼，发现数值
大多是在 100—200滋g/L 之间。突然
有一处没有填写具体的数值，只写
着 跃200滋g/L 的字样，再对照孩子的
名字，顾先生发现这竟是自己的孩
子。他另一个孩子也是同样的情况。
“在那份名单上，指标跃200滋g/L 的孩
子不超过 10个。”

顾先生告诉记者，2011 年 9 月 9
日，康花新村医务室发出通知：新华医
院当天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附近一
小区设点，专门为孩子化验血铅，让新
村里的家长带孩子前去检查。

2011年 9月 10日，包括顾先生
儿女在内的康花新村 5 名血铅指标
超过 200滋g/L 的儿童被通知住院治
疗。

截至目前，顾先生的儿女均入院
两次接受治疗。顾先生已经给两个孩
子开好了新的住院手续，打算等儿子
放暑假，让两个孩子一起再做一次治
疗。
“一定要治到孩子没有后遗症了

才行。”这是康桥地区血铅事件所有
家长的唯一目的。“只要孩子没有后
遗症，我们做家长的不在乎是否赔
偿。”顾先生说。

江森或将被起诉

涉事企业已停产

血铅超标三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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