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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報道，近日，有媒體報道

稱，湖南郴州永興縣有母嬰店涉將蛋白固體飲料冒充嬰幼兒奶

粉進行銷售欺騙消費者，導致多名幼兒患病。市場監管總局在

昨日晚間發佈消息，責成湖南省市場監管部門對涉事商家進行

徹查，依法從嚴從重處罰，及時向社會公佈調查結果。據悉，

固體飲料是普通食品，不是嬰幼兒配方乳粉，更不是特殊醫學

用途配方食品，其蛋白質和營養素含量遠低於嬰幼兒配方乳粉

和特殊醫學用途配方食品。

湖南再現大頭娃娃 市監局徹查
母嬰店涉銷固體飲料冒充奶粉 影響幼兒正常發育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央紀委國家監委
12日深夜通報指，原中國船舶重工集團有限公司黨
組書記、董事長胡問鳴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
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公開簡歷顯示：胡問鳴，男，1957年5月出生，江
蘇揚州人，1978年3月入黨；博士研究生學歷，研究
員級高級工程師。胡問鳴先後在中國航空工業集團、
中國兵器工業集團、中國船舶工業集團、中國船舶重
工集團任職；2015年3月，胡問鳴開始擔任中國船舶
重工集團有限公司黨組書記、董事長，直至2019年8
月退休。
胡問鳴是今年以來第4名被查的中管幹部，也是今

年國企領域首名被查的省部級幹部。此前，福建省委
常委、副省長張志南，公安部黨委委員、副部長孫力
軍，河北省委原常委、副省長張和相繼被查。

參與首艘國產航母建造
內地傳媒報道顯示，胡問鳴的工作履歷涵蓋中國

空、陸、海三軍裝備的建造研發，首艘國產航母遼寧
艦、殲10、國產大飛機C919等項目他都有重要參
與。2017年8月，央視在介紹國產航母最新進展時披
露，其研製總指揮正是胡問鳴，他全程參與了首艘國
產航母的列裝工程和建造。
此外，在胡問鳴擔任中船重工董事長期間，當時的

總經理是孫波。2018年6月，孫波在任上被查。其處
分通報顯示：孫波背離黨中央
的要求，弄虛作假，損害國有
企業利益，在接受巡視期間，
隱瞞實情，欺騙組織，濫用職
權致使國家利益遭受特別重大
損失等。去年，孫波以受賄、
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被判
處12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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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最高檢昨日消息，中信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原黨委副書記、行長孫德順涉嫌受賄一案，由國
家監察委員會調查終結，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定，由山東省濟南
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近日，濟南市人民檢察院已向濟南市中
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階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孫德順享有的訴訟

權利，並訊問了被告人孫德順，聽取了辯
護人的意見。檢察機關起訴指控：被告人
孫德順利用擔任中國工商銀行北京市分行
副行長，交通銀行北京市分行行長，中信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長、行長等職務上
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
財物，數額特別巨大，依法應當以受賄罪
追究其刑事責任。

中信銀行原行長孫德順被起訴

■孫德順 網上圖片

■胡問鳴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報道，
這不是湖南郴州第一起「假奶粉」致「大頭
娃娃」事件。2019年，媒體就曾報道郴州市
第一人民醫院給家長開具「固體蛋白飲料」
藥單的新聞。
當時，湖南郴州多名家長連續投訴舉報

稱，自己的孩子需要特殊醫用配方奶粉，卻
被醫生通過處方推薦購買療效、營養成分存

疑的固體飲料。據報道，郴州市第一人民醫
院兩名涉事醫生被先期停止執業一年，醫院
的便民藥房關停。
2020年3月30日，十幾位患兒家長向郴州
市長舉報。對此，郴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回
應稱，去年該事件發生後，政府在2019年12
月已成立了專門調查處理組，近期責任方正
在籌措資金支付損害賠償款。

去年曝光郴州醫院開「固體飲料」藥單

據報道，郴州永興縣多名患者家長近日發現
孩子出現濕疹、體重嚴重下降、還有不停

拍頭等異常情況。不僅如此，孩子頭骨畸形，酷
似「大頭娃娃」。醫生檢查發現：這些孩子普遍
存在維生素D缺乏、發育遲緩等症狀，並依此
診斷為佝僂病。佝僂病是一種以骨骼病變為特徵
的全身、慢性、營養性疾病，由於體內維生素D
不足，引起鈣、磷代謝紊亂。

家長：已經喝了兩年之久
家長們發現，他們都曾經給孩子食用過一種
名叫倍氨敏的「奶粉」。這種產品，一小罐400
克，就要將近三百塊錢，價格甚至超過了不少進
口嬰兒奶粉。家長胡先生發現，喝了這款產品
後，自己孩子的身高、體重都停止發育了。
據了解，這些幼兒全都牛奶過敏，醫囑建議

家長購買氨基酸奶粉給孩子食用。這些家長在當
地一家愛嬰坊母嬰店導購員的推薦下，購買了倍
氨敏。購買時，陳女士曾經感覺不對勁：「我當
時有質疑，導購員告訴我，這是牛奶的另外一個
簡稱，就沒有懷疑過。」
後來，多位家長發現不對勁，準備停用，卻遭

到了愛嬰坊母嬰店導購員的勸阻，聲稱是家長給
孩子喝的量不夠，要加大服用量。等家長發現
「奶粉」是固體飲料，孩子已經喝了兩年之久。

銷售：特殊粉說成奶粉了
註冊營養師蔡華表示：「根據國家標準，固體

飲料的蛋白質含量必須達到一個要求，但對於維
生素、礦物質的量和種類是沒有要求的。把固體
飲料當嬰兒的配方奶粉使用，就會導致維生素、
礦物質的缺乏，從而造成一些疾病。」
當家長胡先生找到賣給他奶粉的店長張莉娜

時，對方承認奶粉都是她經手賣出的，自己也說
了是「特殊奶粉」。可當告訴她，自己的孩子出
現了症狀，目前正在接受治療，這位店長立即改
口說是自己口誤：「長期吃是沒有營養的，因為
它只能改善。把特殊粉說成奶粉了，跟你道
歉！」
隨後，家長們發現店內的倍氨敏產品集體下

架。家長們再次質問張莉娜為什麼把飲料當奶粉
賣，她說：「兩年多了，我已經想不起來了。」
此時，其他店員在介紹這款產品時，話術也

變了：「倍氨敏早就沒貨了，這不是叫奶粉，它

這個東西沒有營養，你吃多了沒有壞處，但是也
沒有好處。」

調查：暫未發現醫院醫生參與
永興縣市場監督管理局負責人介紹，目前永

興縣已成立由永興縣市場監督管理局、縣衛健局
等相關職能部門組成的工作專班，對愛嬰坊母嬰
店依法依規進行全面調查。
同時，該縣對購買食用「倍氨敏」蛋白固體

飲料的嬰幼兒，安排縣人民醫院進行免費體檢，
對有症狀的嬰幼兒進行臨床醫學診斷治療，並邀
請營養專家指導輔助性治療。
5月13日，永興縣市場監管局相關負責人稱，

調查小組在盡力安撫患兒家長情緒，家長們提出
的訴求是要求涉事門店及相關方賠償。目前調查
小組暫未發現有醫院和醫生參與。

■湖南郴州永興縣有母嬰店涉將蛋白固體飲料冒充嬰幼兒奶粉進行銷
售欺騙消費者，導致多名幼兒患病。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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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籍人大代表廖海鷹：

再妄敲世衛大門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全國人大台灣代表團代表、

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理事廖海鷹是河北醫科大學第二醫

院的一名外科主任。自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連續三個多

月無休假的他幾乎每天都能收到來自兩岸親朋好友的關心和

囑咐。「大疫面前更能體現兩岸血濃於水的骨肉親情，這是任

何時間和空間都阻斷不了的。」

台海新聞 ■責任編輯：張培嘉

祖籍台灣新竹的廖海鷹回憶說，今年正月初
二晚，他在微信上跟兩岸的家屬拜完年

後，便在微信群裡開展了一個家庭版的科普「講
座」，利用他的專業知識，告訴大家什麼是病
毒、流行病特徵是什麼，以及為什麼要戴口罩。

陸全力為台商台企解難
他說，疫情之下沒有局外人，在大陸的台商、台

企面臨着跟大陸同胞和企業同樣的疫情挑戰，如銷路
和資金問題、防疫管控之下的一些疑問等，但是大陸
政府特別關照台胞、台企，主動「上門」收集台胞、
台企的困難和需求，並傾盡全力幫他們解決問題。
作為一名醫務工作者，每每談到這次大陸抗擊
疫情，廖海鷹言語中都充滿了自豪感。廖海鷹
說，大陸盡早控制疫情、把影響降到最小，體現
了大陸對民眾負責的態度和特有的速度，這種速
度不僅僅體現在這次疫情中，也體現在大陸改革
開放40多年來的發展和巨變中。
廖海鷹說，在全球疫情還沒結束時大陸宣佈召
開全國兩會是需要魄力和膽量的，這是建立在科

學防控和對疫情科學研判基礎上的，說明此前大
陸自上而下日日夜夜的努力沒有白費，也意味着
大陸跨入了正常的生產生活軌跡。

將在兩會建議兩岸交流「下沉」
他說，當下兩岸交流變得越來越困難，而兩岸
之間還存在信息不對稱是因為普通民眾的交流還
不。所以他將在全國兩會上建議未來兩岸交流
應該更下沉，讓更多普通民眾參與進來，增加兩
岸交流的新鮮血液，讓更多台灣普通民眾看到真
實的大陸，了解改革開放帶來的巨變，才能享受
到大陸改革開放的紅利。
擔任全國人大代表7年的他，幾乎每一年都能

看到台胞在大陸生活、學習、就業等方方面面的
權益的提升。「這些年來，幾代台灣團代表一直
在把『想法』變成『現實』，我們為台胞呼籲的
權益得到了各個職能部門的攜手支持。」
廖海鷹說，雖然這次會議比原計劃推遲了，但

他相信經歷了疫情洗禮的大陸，將釋放出更多韌
性和耐力。

■■廖海鷹說廖海鷹說，，疫情之下沒有疫情之下沒有
局外人局外人。。圖為此前福建省漳圖為此前福建省漳
州台商投資區台商台企向湖州台商投資區台商台企向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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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內副教授發言歧視陸生
國台辦：台當局偏袒縱容香港

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台中原大學一名副教授日前在

課堂公開散佈歧視陸生、攻擊大陸的言
論，台陸委會及教育主管部門則表示支
持。對此，國務院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昨日指
出，正是這類言行及民進黨當局的偏袒縱
容，惡化了兩岸教育交流和陸生在台就讀
應有的正常健康的學習環境。

馬曉光當日在答記者問時
說，我們注意到了

有關報
道。招某在課堂上公開散
佈帶有歧視性、攻擊性的政治言
論，嚴重違背學術倫理與職業道德，事
實清楚、證據確鑿。台陸委會、教育主管
部門無視事實、罔顧是非，為其高調辯護，
進一步證實他們就是台灣社會「反中仇中」
的「黑保護傘」。正是這類言行及民進黨
當局的偏袒縱容，惡化了兩岸教育交
流和陸生在台就讀應有的正常
健康的學習環境。

香港文匯報
訊 世界衛生大
會將在 5月 18
日通過視頻方

式舉行。會議臨近，民進黨當局和「台獨」
勢力不斷撒潑鬧騰，否認聯大2758號決議和
世衛大會25.1號決議內容，妄圖撬開世界衛
生組織大門。他們以為拉來幾個西方政客幫
腔擂鼓，就可以不顧國際通行準則，顛倒黑
白、橫行無忌。這些言行應了一句俗語「閻
王老爺嫁女兒——抬轎的是鬼，坐轎的也是
鬼」，結果只能是鬧劇重演、灰頭土臉罷
了！
央視「海峽時評」欄目評論文章指出，民
進黨當局竭力辯稱，參與世衛是為了照顧台
灣民眾的健康福祉。但是，新冠肺炎疫情爆
發以來一系列的所作所為，暴露了他們根本
就不在乎民眾利益，只會為了民進黨的私利
一遍又一遍地欺騙、愚弄台灣百姓。

疫情防控上大搞「雙標」
民進黨當局防疫政治化的戲碼一波接一

波：在疫情防控上大搞「雙標」，「只防大
陸、不防歐美」，造成防疫破口，讓民眾受
害；在島內口罩緊缺、民眾每周只能買三片
口罩的艱難時刻，他們卻打腫臉充胖子，向
歐美大方捐贈一千萬個口罩，一心只想通過

「口罩外交」擴大「國際生存空間」，「以
疫謀獨」，而將民眾的安危拋諸腦後；在應
對疫情對島內經濟民生衝擊的措施上，更是
亂糟糟，毫無專業性——所謂紓困措施被民
眾批為鬧劇，猶如一鍋燒糊的粥，民眾是看
得着、喝不下。

抱洋大腿乃枉費心機
事實是，只有在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
二共識」基礎上，台灣參與國際合作的路才
走得通。2009年至2016年，台灣地區連續8
年以「中華台北」名義、觀察員身份參與了
世界衛生大會。但民進黨當局自2016年5月
執政以來，頑固堅持「台獨」分裂立場，拒
絕承認「九二共識」，導致台灣地區參加世
界衛生大會的政治基礎不復存在。兩岸同胞
是骨肉天親，在符合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
下，大陸已經對台灣地區參與全球衛生事務
作出妥善安排，確保無論是島內還是國際上
發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台灣地區都可以及
時有效地應對。
文章強調，如果民進黨當局和「台獨」勢
力以為抱緊外國反華勢力的大腿就能混進世
衛大會，那真是打錯了算盤！正如國台辦發
言人馬曉光日前在記者會上所回應的：「台
灣地區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包括世衛組織活
動必須按照一個中國原則來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