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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有報道指中國有醫院販賣死胎並製作
「人肉膠囊」 ，中國衛生部發言人鄧海華今
日表示，衛生部對此事高度重視，已經責成
吉林省衛生廳立即開展調查。他強調，衛生
部堅決打擊販賣人體組織和屍體的行為。

【本報記者吳昊辰北京九日電】

江西50人疑飲污染水中毒
【本報訊】中通社南昌九日消息：江西瑞昌市工業園

西區一工地九日發生食水中毒，約五十名工人及周邊住戶
疑因飲用受污染的食水而出現噁心、嘔吐，被緊急送院救
治。當地有關部門初步斷定飲用水銅、氯超標。

消息稱，當天早上六點左右起，瑞昌市工業園區一工
地上的施工人員及周邊住戶，先後共有約五十人早餐後出
現消化不良反應，部分患者伴有嘔吐現象。據官方統計，
有約五十人入院救治。

瑞昌市委宣傳部表示，市裡已啟動公共衛生應急預案
，組織相關部門查找原因，初步斷定飲用水銅、氯超標，
超標原因可能是自來水供應管網末端兩個接點受到污染。
當地已切斷兩個接點處的自來水源，並向該工地及周邊住
戶運送安全飲用水。

河南瘦肉精案再有7人獲刑
【本報訊】中新社新鄉九日消息：截至九日，備受海

內外關注的河南 「瘦肉精」案已有十五名涉案人員獲刑，
分別獲死緩、無期徒刑以及一至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九日，第二批 「瘦肉精」案件在河南省獲嘉縣法院開
庭審理，法院以 「非法經營罪」追究韓文斌等七名涉案人
員的刑責。加之七月二十五日第一批獲刑的八名涉案人員
， 「瘦肉精」案共有十五人受到刑罰制裁。

今年三月，河南多地養豬場使用違禁動物藥品 「瘦肉
精」飼養生豬遭曝光。之後，紀檢、監察、公安、畜牧等
部門對涉嫌 「瘦肉精」問題的河南省溫縣、孟州市、沁陽
市、獲嘉縣和沁陽市柏香鎮動檢站、商丘市芒山動物防疫
監督檢查站，以及其他省份的有關人員進行調查核實，共
有近百名責任人涉案。

日前，有媒體引述韓國媒體報道稱，中國使用死嬰
做的 「人肉膠囊」流入韓國市場。

鄧海華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中國對於嬰兒遺體、
胎兒遺體，以及胎盤的管理和處置都有嚴格的規定。醫
療機構必須將嬰兒遺體、胎兒遺體納入遺體的管理範疇
，依照中國《殯葬管理條例》進行妥善處置，嚴禁將嬰
兒遺體、胎兒遺體按照醫療廢棄物進行處理。根據《屍
體出入境和屍體處理的管理規定》，嚴禁醫療機構及其
工作人員進行患者屍體的買賣和各種經營性的活動。對
於胎盤國家也有嚴格規定，任何人、任何單位不得買賣
胎盤。對於可能造成傳染性疾病的胎盤，要嚴格按照
《傳染病防治法》和《醫療廢物管理條例》的有關規定
進行處理。

鄧海華說，衛生部堅決打擊販賣人體組織和屍體的
行為，要求各級衛生行政部門加強對醫療機構的檢查和
監管，及時發現問題，堅決予以糾正。各級各類醫療機
構要高度重視患者的遺體，包括嬰兒遺體、胎兒遺體，
以及胎盤的管理和處置，健全相關規章制度，完善工作
規則，落實管理措施。同時，廣大醫務人員要恪守職業
道德，維護生命的尊嚴。

據韓國媒體報道，韓國出現了號稱有 「滋補」效果
的 「人肉膠囊」。這些膠囊大部分通過中國朝鮮族中介
流入韓國，成分主要來自引產的死胎，又或初生不久夭
折的嬰兒屍體。報道稱製藥者向吉林延邊的醫院購買嬰
屍，磨成粉末製藥，宣稱滋補效果佳，在韓售價則比中
國高數十倍。韓國國立科學搜查研究院化驗結果顯示，
膠囊粉末中的DNA和基因有99.7%與人類相同。

韓國SBS電視台六日晚以《驚人曝光：人肉膠囊的
真相》，報道中國黑市製作 「人肉膠囊」內幕。

該節目報道組自稱親赴中國，找到販賣原料的醫院
，並拍攝了製作 「人肉膠囊」的過程。由於過程過於驚
悚，很多畫面打上了馬賽克，但有一幅畫面顯示，膠囊
中出現頭髮和指甲的碎片。

SBS電視台表示，他們在中國見到一位生意人，對
方告知了嬰兒屍體的交易地點，記者循蹤找到了販賣嬰
兒屍體及人體胎盤的醫院，並拍下了醫院方面與黑市人
員匆匆 「交易」的鏡頭。隨後，記者找到加工的地下工
廠，並拍攝了製作過程。

該電視台表示，報道組目睹了製成膠囊的過程。胎
兒屍體從家用冰箱裡取出後，利用烘烤藥材的微波爐烘
乾，隨後用粉碎機等自製設備將屍體粉碎，最後製成膠

囊。
另外，韓國雜誌《新東亞》報道，韓國海關年初查

獲一批從中國走私入口的 「人肉膠囊」，每一百顆要價
約八十萬韓圜（約五千九百港元）。

報道宣稱，該批 「膠囊」由韓國中藥業者購入走私
進韓。韓國海關把膠囊送交研究所化驗，發現成分與
人類 DNA 九成九一致，且具有男女兩性的遺傳基因
。當局初步認定，製作膠囊的材料並非原以為的人類
胎盤。

據傳，這種 「人肉膠囊」具有壯陽、滋補效果，特
別適合手術後或是身體虛弱的人士食用。韓國醫學界人
士認為，這種說法並無科學道理，相反，如果病死胎兒
或患有遺傳病的胎兒被製成 「膠囊」，可能對服用的人
引發意料不到的疾患。

社
會
組
織
不
是
牟
利
工
具

馬
浩
亮

近期的一系列事件，將好幾個 「會」推上了
風口浪尖。郭美美風波捲土重來之外，中國紅十
字會再捲入 「豪車門」；而因舉辦 「共和國脊樑
」活動被揭露違規斂財的中華愛國工程聯合會，
在清理整頓期仍違規舉辦 「小記者培訓」等活動
收費騙錢；山西陳醋食品安全問題尚未了結，山
西醋業協會就下重手，對揭露問題者威脅有加。

這些事件集中折射出部分社會組織存在的亂
象。或是職責、定位不清，一方面按照政府機構
來進行管理，另一方面又刻意強調自己的民間屬
性，在官、民之間搖擺，管理運行不透明，成為
「獨立王國」；或是借公益組織之名，拉大旗作虎
皮，將社會組織變成了小群體牟取私利的工具，
實際上蛻變成了唯利潤是圖的商業機構；或是一
味為本行業護短遮醜，而不是進行規範和自律。

就以此次山西陳醋事件為例，山西醋業協會
就被質疑立場偏頗，維護生產者，攻擊揭露者，
無視消費者。國務院多次強調，企業講誠信、行
業要自律，這是食品安全的基石。作為行業協會
，需要秉持社會公正，懷揣一顆責任心，來規範
行業發展，及時糾正問題，這也是應該有的長遠
眼光。

中國現在正致力於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這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正確處理政府與社會
的關係，打破傳統的計劃體制和管制思路。這就
必須鼓勵、培育、支持各類社會組織參與社會事
務，從而能夠有序承接政府權力從部分領域退出
後留下的空間，改變政府大包大攬的格局，逐步
構建 「小政府、大社會」管理體制。如果缺乏運
作高效透明和有公信力的社會組織，建設服務型
政府將舉步維艱。

為應對當前的社會轉型期和矛盾凸顯期，中
央將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上升到戰略高度，並正
式納入 「十二五」規劃。社會組織的重要性更加
凸顯。今年二月份，中央就此專門舉辦了省部級
幹部研討班，胡錦濤對社會管理提出了八點意見
，其中第一條中就強調要引導各類社會組織加強
自身建設、增強服務社會能力，支持人民團體參
與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發揮群眾參與社會管理
的基礎作用。這足見高層對社會組織的重視。

社會組織的管理運行體制改革已經不能再拖
，必須以更大的魄力和決心來進行推動。社會組
織不應成為行政權力的簡單延伸，變成 「準政府
機關」，而應當回歸其民間組織的本色，承擔起
代表不同社會群體表達利益訴求、紓解矛盾、對
話溝通的角色。而反觀最近的幾起事件中，紅十
字會、協會、聯合會等本身反而成了矛盾的爆
發點。有關部門應當完善健全關於社會組
織的法律規範，探索建立行之有效的
監督和評估制度，形成親民、高
效、透明的社會組織治理結構。

【本報北京九日電】

【本報訊】 「豆漿門」引發的餐飲 「地震」
令肯德基、真功夫等快餐名企低下了 「高貴的頭
顱」。九日，來自台灣的永和豆漿在滬回應媒體
質疑，正式承認在大陸直營門店售賣的豆漿係採
用豆漿粉沖泡，並承諾 「會在一周之內完成明示
公告」。

新華社上海九日消息：永和食品（中國）有
限公司董事長林炳生介紹，目前永和豆漿連鎖餐
飲店現磨豆漿和豆漿粉沖泡兩種形式都有，其中
公司直營門店和部分加盟門店使用豆漿粉沖泡豆
漿，佔總店面數的百分之十左右，其他很多加盟
店豆漿仍是現磨的。

針對部分消費者對永和豆漿存有 「全部現磨

」的誤會，永和食品（中國）有限公司總裁林建
雄坦承，過去公司並沒有針對豆漿製作方法對消
費者進行宣導，目前公司正計劃將沖泡豆漿全面
推廣到所有門店，並將在門店顯著位置進行明示。

林建雄介紹，豆漿粉沖泡的豆漿實際上成本
要高於現磨豆漿。他計算道，永和豆漿粉標準包
裝每袋三百五十克，售價十三元人民幣左右。而
門店中沖泡的豆漿飲品總量為四百五十克，需要
用到七十五克左右的豆漿粉，成本約每杯二點五
元，加上其他成本終端售價目前每杯五元左右；
而現磨豆漿受泡豆時間長短、水溫等影響，很難
做到標準化和統一口味，成本也並不固定。但他
並未透露二者間的具體成本差。

永和：使用豆漿粉 門店將明示

【本報記者吳昊辰北京九日電】近期媒體報道山西老醋有
95%由醋精等勾兌而成。衛生部新聞發言人鄧海華今日在例行記
者會上表示，問題的關鍵是食醋概念的判斷。食醋分為釀造食醋
和配製食醋，其中配製食醋是由釀造食醋、冰醋酸及食品添加劑
等混合配製而成。如果是按照規定標準生產的，不管是釀造還是
配製的食醋都是安全的。

釀造食醋是指單獨或者混合使用各種含有澱粉、糖的固料或
者酒精，進行微生物發酵釀製而成液體調味品。配製食醋是指以
比例不低於50%的釀造食醋為主體，與食品級的冰乙酸或者冰醋
酸，加上食品添加劑等混合配製成的調味食醋。相關的生產標準
也分為《釀造食醋國家標準》和《配製食醋行業標準》。

鄧海華說，這些醋中的食品添加劑都要符合國家食品添加劑
的有關標準規定。如果按照這些規定生產的，不管是釀造還是配
製的食醋，都是符合安全標準的。

山西醋業制定新質量標準
另據新華社消息，山西省醋產業協會近期已制定了新的質量

標準，日前通過國家標準評審，預計年底前將會正式頒布。新標
準調整了一項重大指標，即總酸由原來的4.5度調整為6度。這
意味着山西老陳醋從此將不用添加任何防腐劑，取消保質期，久
放不壞。

此外，山西老陳醋還將增加兩個功能性指標，一個是 「總黃
酮」，一個是 「川芎嗪」。黃酮對預防和治療心腦血管疾病有好
處，川芎對肝硬化、心血管病也有很好的預防作用。

據悉，除《釀造食醋國家標準》和《配製食醋行業標準》外
，目前山西老陳醋的現行國家標準為《原產地域產品山西老陳醋
》，是從二○○五年十一月一日實施的。這一國家標準規定，正
宗的山西老陳醋僅利用優質穀物加工而成。

【本報訊】內地
媒體指肯德基炸雞用
油使用時間過長，多
天才更換一次，存在
食品安全隱患。肯德
基八日晚發布聲明回
應，稱 「肯德基炸雞
用油食用前都經過檢
測，烹飪用油完全符
合國家頒布的《食用
植物油煎炸過程中的
衛生標準》」。

《證券日報》報
道，肯德基部分門店
中用於炸薯條和炸雞
的烹飪用油並非每天
更新，而經常連續使
用，有的煎炸油池中
的油四、五天都不更
換。

肯德基回應表示
，其對門店的烹飪用
油有嚴格的使用規定
，每天都會過濾清除
烹飪油中的食品殘渣
，減少殘渣對烹飪油
品質的影響；同時採
用專用試紙監控烹飪
油的化學成分變化，
一旦接近指標要求限
度，就會立刻廢棄，
以確保烹飪油完全符
合國家《食用植物油
煎炸過程中的衛生標
準》。

詳查詳查人肉膠囊人肉膠囊
衛生部責成吉林衛生部責成吉林

韓媒報道膠囊內幕

醋品包裝須標釀造或配製
【本報記者吳昊辰北京九日電】由於生產工藝和口味、功

能都不同，《食醋衛生國家標準》規定，食醋產品的包裝標識
上必須醒目的標出「釀造食醋」或 「配製食醋」。

對於釀造食醋，國家標準規定，其原料分別為糧食、釀造用
水、食用鹽、食用酒精和糖類，原料使用均需符合相關國家標準。

對於此次備受爭議的配製食醋，則只有一份行業標準。其中
規定，配製食醋要以固態或液態的釀造食醋為主體，比例不得
低於50%；再與食品級的冰乙酸和食品添加劑等混合配製而成。

按照《食品添加劑使用衛生國家標準》規定，每千克食醋
中，防腐劑苯甲酸、苯甲酸鈉、山梨酸、山梨酸鉀的最大使用
量為 1.0 克，丙酸鈣為 2.5 克，對羥基丙甲酸乙酯和對羥基丙
甲酸乙酯鈉為 0.1 克，增稠劑甲殼素的最大使用量為 1.0 克，
着色劑焦糖色按生產需要適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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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部回應晉醋勾兌之說

醋分釀造配製 合規皆安全

▲ 山西太原
東湖醋園賣
場一名負責
人九日向顧
客講解山西
老陳醋的製
作工藝，回
擊近日 「勾
兌」 說

中新社

▲▼韓國媒體報道有關
「人肉膠囊」 新聞

▲九日，江西瑞昌市工業園西區一工地施工人員及
周邊住戶約五十人，可能因飲用受污染的自來水中
毒入院。圖為瑞昌市中醫院醫護人員為患者驗血

新華社

▲ ▲永和豆漿將於未
來一周內在使用豆漿
粉沖泡豆漿的所有門
店明顯位置進行明示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