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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医生和内部人士认
为，针对该事件折射的“消”字号母婴
市场种种乱象，一方面应尽快查清真
相，另一方面，需要提高市场准入门
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确保相关产
品的安全性。

部分业内人士认为，应进一步严
格“消”字号产品的适用类型，考虑将
幼儿抑菌霜等产品纳入市场监管部
门统一审批和监管，提高准入门槛。
否则长此以往，面临高强度监管的

“妆”字号等产品反而丧失市场竞争
力。同时，筑牢事中事后监管防线，
出台统一政策，确保属地卫健部门对
各家企业能做到一定程度的定期抽
检，并将各类激素指标纳入检验检测
范围。

陈音江表示，杜绝此类违规问
题，关键还是要对症下药。商家之所
以虚假宣传和非法添加违禁成分，目
的就是为了牟取更多非法利益。所
以，一旦查清商家确实存在违法行
为，不仅要使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
责任，而且要依法对其进行行政罚
款、停业整顿、吊销执照等处罚，让违
法者得不偿失。

艾斯建议，婴幼儿得了湿疹等皮
肤病后，应当到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
合理用药。“激素类的药物确实可以
治疗皮肤病，但前提是在医生的指导
下去使用，患者去母婴店购买护肤霜
等产品的时候，也要在专业人士的指
导下了解产品所含的成分，去选择合
适的产品。”

严格适用类型 提高准入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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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吴剑锋 陈弘毅 张璇) 近日，有微博博主曝光了一起
疑似“大头娃娃”的事件，一家长爆料称，自己从市面上购买了一款疑似激素
超标的抑菌霜，5个月大的孩子在使用后出现“发育迟缓、多毛、脸肿大”的
症状。

抑菌霜是否添加激素、涉事企业资质如何、到底还有多少无保障的幼儿
产品在市面流通……时隔多日，围绕涉事企业、测评机构、当事人以及监管
部门的争论仍不绝于耳。

记者近日前往涉事企业调查发现，虽然最终结论还未公布，但该事件折
射的部分“消”字号母婴产品“生存之道”，值得社会反思。

“是否含有激素”成为当前各方
争执的焦点。此前，爆料者“老爸评
测”曾分别从网店和实体店购买了
涉事产品和另一款婴儿面霜，均为

“（闽）卫消证字”，送往检测机构检
测，结果显示均含有30多（mg/kg)
的激素（氯倍他索丙酸脂）。

“‘消’字号产品，简单说是用来
消毒卫生的用品，是不允许加入激素
类药物成分，氯倍他索丙酸脂是非常
强效的糖皮质激素，带来的副作用也
相当大，长期超量使用会影响孩子的
生长发育。”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
民医院儿科副主任艾斯说。

针对激素超标的质疑，记者第
一时间探访涉事企业“福建欧艾婴
童健康护理用品有限公司”，这家约
800平方的企业租用当地一工业园
的三层，地点较为隐蔽，室内包括生
产、净化、包装等车间。

“在没用这款产品之前，当事人
已经用了好几款其他产品，说不准
是不是其他产品的问题。至于激素
成分超标，要看是否是权威机构检
测的结果。”现场，企业大股东胡永
林解释，他还拿出一张由某检验检
疫技术中心出具的样品检验报告作
为佐证，上面“氯倍他索丙酸脂”一
栏显示未检出。

记者看到，该报告上声明处写
着“本单位接受的委托送检样品，其
代表性、真实性和准确性由委托方
负责”，而该样品委托机构正是该公
司。

漳州市卫生监督所所长汤锦升
介绍，涉事企业于2017年4月注册
成立，6月取得福建省卫健委审批的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号，
是一家生产、销售卫生用品的企
业。企业生产车间为30万级净化
标准车间，符合消毒产品生产企业
卫生规范。

据了解，当地卫健部门已对现
场查见的留样样品、产品包装材料
等进行取样留置，目前正联系厦门
海关综合检验中心开展涉事产品激
素含量检测工作，对于流入市面的
产品，正持续跟踪下架召回进度，待
寄回后同步进行检测，相关信息将
及时公开。

目前还有多少产品留在市面？
漳州市卫健部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现场查看该企业生产清单和销
售清单发现，目前涉事的产品有两
个生产批次共1200瓶，都是订单式
发货，销往江苏宿迁和连云港。但
有内部人士反映，厂家或有更多渠
道，实际出货数不止1200瓶。

实际出货数或不止1200瓶

尽管目前是否添加激素仍无定
论，但这并非“消”字号母婴市场首次
曝出问题。游走在政策边缘，一方面
享受着“低门槛”待遇，一方面夸大使
用效果，利用巨大的利润空间抢占市
场，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态势——
某种程度上，涉事公司“欧艾”折射了

“消”字号母婴产品的生存之道。
审批备案环节，瞄准“低门槛”待

遇。目前卫健部门反映该企业审批
备案环节均无问题。但记者采访了
解到，该企业职工仅5人，法人代表
此前长期从事设计工作。成立后前
几年，公司除了生产一点样品外，一
直在寻找代工厂拿货，自己只负责包
装销售，去年才开始自主生产，而生
产的两款产品均被曝出问题。

“一般面霜类产品有‘消’字号和
‘妆’字号，前者由地方卫生部门审
批，审批时间短，企业无须标出产品
所有成分。而后者由国家药监部门
审批，审批时间长，同时需要标明所
有成分和辅料，管理严格。”“老爸评
测”说，在此背景下，不少资质较差的
小微企业会选择“投靠‘消’字号”。

相关专家证实，“消”字号产品门
槛较低，以涉事的抑菌霜为例，备案
审批环节，国家规定的检验项目不包
含该激素成分，这就给了一些企业可
乘之机。同时，企业备案环节只需自
行寻找认证机构、自行邮寄样本，最
终只将结果提供给地方卫健部门，而
卫健部门无须到现场查验，不排除有
的企业利用假样本蒙混过关。

广告宣传环节，一手隐瞒、一手
夸大。记者查看涉事产品说明书，发
现上面未标明激素，还写着“可用于
日常护理”，疑似诱导消费者长期使

用。针对企业提供的样品检验报告，
内部人士提示，由于企业可自行送检
样品给认证机构，许多企业还会送出
一些无激素的样品，换一纸“无激素
的报告”，并在宣传时使用，进一步误
导消费者。

据媒体报道和部分购买者截图，
涉事企业官方微信公号上曾多次宣
传该款婴儿霜可祛红止痒、修护受损
皮肤，是婴童皮肤问题修护、日常护
理必入款。而根据国家规定，“消”字
号产品不得宣传具备治疗效果。

“擦边球”形式夸大宣传是不少
此类产品的惯用手法。“现实中往往
有消费者被此类宣传中所谓的‘疗
效’蛊惑，私下购买产品，不仅可能对
人身安全造成伤害，而且维权也往往
比较困难。”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说。

销售环节，通过高额利润诱惑抢
占市场。记者曾在厂家文件柜中发
现一份出库单，涉事的25g抑菌霜的
出库价为4元，但市场价为80元左
右，中间存在70多元的利润空间，而
某知名品牌的25g抑菌霜则只要30
元左右。据行业有关人士透露，一些
违规的“消”字号产品成本仅3元左
右，却卖到三百元的“天价”。

“老爸评测”说，由于添加激素后
见效快，部分“消”字号敢于采取高定
价策略，这给线下母婴店留下大量利
润空间，这些资质不高的品牌能在线
下迅速抢占市场，“我们去了连云港4
家母婴店，这些产品都摆在货柜显眼
位置，店员都极力推荐这款产品。”

虽然“消”字号产品包装和广告
不得宣传治疗效果，但母婴店的口头
推销实际上弥补了这一缺陷。

“出厂4元，销售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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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彩票
黑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协办

生活报讯（记者杨镭）11日，体彩大
乐透第21005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03、
07、10、12、35”，后区开出号码“03、05”。
本期全国销量为2.7亿元，为国家筹集彩
票公益金9730万元。

本期全国开出1注一等奖，为单注奖
金1800万（含800万元追加奖金）的追加
投注一等奖，落于河北邯郸。值得一提的
是，该大奖中奖彩票是一张1注号码的单
式票追加票，幸运购彩者仅花费3元，就将
1800万奖金收入囊中。二等奖开出77
注，单注奖金为18.87万元；其中12注采用
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15.1万元，追加
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33.98万元。

固定奖方面，本期10000元三等奖开
出125注，3000元四等奖开出534注，300
元五等奖开出12885注，200元六等奖开
出19823注，100元七等奖开出25734注，
15元八等奖开出644250注，5元九等奖开
出7042719注。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7.82亿元
滚存至13日（周三）开奖的第21006期。

大乐透开出1注
1800万元头奖

生活报讯（王海娇 记者吕晓艳）近
日，哈医大四院神经外科二病房顺利为
一例梗阻性脑积水患者实施脑室镜下
第三脑室底造瘘术（ETV）。该手术的
顺利完成，为更多患者在微创治疗脑积
水及颅内各种囊肿方面提供了更加优
越的治疗手段。

据介绍，65岁的脑积水患者，两月
前因颅内动脉瘤破裂出血在当地行开
颅动脉瘤夹闭术，术后出现脑积水表

现，为明确脑积水病因，术前进行充分
检查，包括脑脊液电影检查及腰椎穿
刺，明确脑脊液性状、压力等，经科室充
分术前讨论，制定手术方案，在麻醉科、
腔镜手术室的配合下行ETV手术治
疗，手术顺利完成，患者正在恢复中。

据王宏伟主任介绍，梗阻性脑积
水，是神经外科常见疾病，是各种因素
造成的脑脊液循环通路受阻，导致脑脊
液过多的积聚、脑室扩大、颅内压增

高。梗阻性脑积水通常需要手术治疗，
最常见的方法之一是脑室腹腔分流手
术，通过在皮下放置管道，将脑室内的
脑脊液转流至腹腔。其缺点是需要终
生带管，堵管和感染也是存在的风险。
并且很多患者难以接受终生带管，复发
率高等。目前，三脑室底造瘘术（ETV）
是梗阻性脑积水的首选治疗方法。也
就是在大脑额叶建立通道，通过脑室
镜，依次进入侧脑室、室间孔、三脑室，

在三脑室底进行造瘘，并打开 lilieq-
uist膜,此操作简便，创伤小。

哈医大四院微创神经外二科本着“微
创”特色发展之路，在显微镜技术基础之
上，积极拓展手术病种和手术方式，目前已
独立完成神经内镜下的脑出血、硬膜下血
肿、脑脊液鼻漏、视神经管减压、垂体瘤、颅
咽管瘤、脑膜瘤、侧颅底肿瘤等以及脑室出
血、脑积水的脑室镜下微创手术，同时，在
脑动脉瘤介入治疗方面也得到飞速发展。

创伤小！手术快！

哈医大四院开展新技术ETV
微创治疗梗阻性脑积水

生活报讯（宋微 记者吕晓艳）卒中
患者的时间就是生命，拖不得更等不
起，一旦耽误了发病“时间窗”，将面临
高达30%的死亡率和70%的伤残率。
哈医大四院脑卒中中心开通由急诊科、
介入放射科、神经内科等多学科合作模
式的“绿色通道”，为患者进行紧急救
治，从入院检查到治疗，不超过一小时。

疑似脑卒中的患者被送进医院后，
会立即安排患者进入绿色通道做进一

步的检查，同时启动救治方案，所有相
关科室人员待命，若患者经检查有溶栓
治疗可能，医务人员会立即为患者进行
溶栓、取栓等治疗。哈医大四院脑卒中
中心还采用介入脑动脉支架成型术治
疗器质性脑血管狭窄，如颈内动脉支架
及大脑中动脉支架、动脉瘤介入栓塞术
等；采用介入性外周血管支架、采用动
脉注射治疗周围血管动脉硬化、动脉狭
窄、闭塞等。

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是省级医学
重点学科，科室特色诊疗包括脑血管疾
病、癫痫、帕金森病、周围神经病、中枢
神经感染性疾病、痴呆、睡眠障碍等神
经系统疾病的诊疗。对脑血管病、急性
脊髓炎、急性炎症性脱髓鞘性多发性神
经病、重症肌无力、肌炎、锥体外系疾病
及癫痫、头痛眩晕和神经症等疾病的诊
治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开设了脑卒
中中心和重症监护病房（NICU），主要

展开对早期脑梗死静脉溶栓、介入动脉
溶栓、动脉取栓、脑卒中规范化治疗、脑
卒中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及健康教育。

哈医大四院神内科张卓伯主任提
醒，如果发现身边的人突然发生面部、
手、腿部乏力或麻木，最常发生在身体
的一侧；讲话或理解言语困难；单眼或
双眼视物不清；行走困难，头昏眼花，平
衡或协调丧失；未知原因的严重头痛等
情况，应及早就医。

从入院检查到治疗不超一小时

哈医大四院脑卒中中心为患者开通绿色通道

生活报讯（张凯 记者杨镭）
“2020年9月28日,黑龙江省体彩
中心发布了《黑龙江省体育彩票
2019年社会责任报告》，这是我省
体彩机构连续三年发布上一年度
的社会责任报告。”近日，省体彩中
心相关负责人介绍，《社会责任报
告》具体详实地记录了近年来黑龙
江体彩社会责任的相关工作，向购
彩者、社会公众展示了黑龙江体彩
在履行社会责任上的持续进展；我
省体彩也通过各种渠道、多种方
式，向社会传播“责任彩票”理念，
积极践行社会责任。

《黑龙江省体育彩票2019年
社会责任报告》披露，2019年黑龙
江省体育彩票，为国家筹集公益金
13.78亿元，这些彩票公益金广泛
用于体育事业及各项社会公益事
业，在筹集社会闲散资金、为百姓
提供更多娱乐和休闲方式，并使为
数众多的参与者体验中奖惊喜的
同时，也为各项公益事业提供了有
力的资金支持，为增加国家和地方
各级财政收入做出了贡献。

《报告》显示，目前，黑龙江体
育彩票的游戏种类由当初的即开
型彩票和“6＋1”数字型电脑彩票
两种，发展到包括乐透型、竞猜型、

即开型等三大类游戏共同发展的
数十种。电脑型彩票销售网点数
量也由当初的500个,发展到遍布
全省13个市（地）及农垦、森工地
区的7000余个；即开型彩票零售
网点数量达到了万余个，遍布全省
城乡的体彩销售网点直接为社会
提供了3万个就业机会。

近年来，黑龙江体彩通过调查
问卷及数据统计与分析，了解销售
网点代销者和购彩者实际情况，广
泛听取销售一线、购彩者对体彩机
构提高服务质量的建议，用心提高
对代销者和购彩者的服务水平；加
强规范售彩、规范实体店销售行
为，积极倡导“快乐购彩，理性投

注”，营造健康良好的购彩环境。
“量力而行、多人少买”，“未成年人
不得购买彩票及兑奖”，“彩票只是
娱乐而非赚钱的途径”，“不让借款
成为购彩资金来源”，“警惕沉迷或
过度购彩”，“远离私彩，对非法彩
票说‘不’”……类似这些提示语，
已成为各地体彩实体店宣传品内
容的“标配”。

“来之于民，用之于民”是中国
体育彩票的发行宗旨，省体彩中心
负责人表示：“我们坚持弘扬‘公益
体彩 乐善人生’的品牌理念，积极
承担社会责任，为建设负责任、可
信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
票而持续努力。”

连续三年发布责任报告

黑龙江体彩社会责任“看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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