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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
信息司副司长徐文立20日
表示，我国消费电子产销规
模均居世界第一，我国是消
费电子产品的全球重要制造
基地，全球主要的电子生产
和代工企业大多数在我国设
立制造基地和研发中心。

徐文立是在20日工业
和信息化部举行的“大力发
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主
题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
表述的。

消费电子主要是面向
大众消费市场的电子整机
产品，包括个人计算机、手

机和彩电等。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消费电子产业快速
发展，已成为全球领先的消
费电子产品前沿市场。

徐文立说，我国消费电
子产业规模持续扩张，创新
能力不断提升，品牌建设成
效显著。下一步，工业和信
息化部将加快培育先导性
和支柱性产业，推动新一代
视听技术、虚拟现实产业发
展，带动内容、计算、存储、
显示等产业链整体升级，加
快新技术在重点行业领域
融合创新发展，激发信息消
费潜力。据新华社

20 日，云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二审宣判上诉人洪
峤、张晨光、曹泽青故意杀
人，上诉人洪峤、原审被告
人祁文强盗窃一案，裁定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7 月 7 日，西双版纳傣
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
出一审判决，对被告人洪峤
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盗
窃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
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对被告
人张晨光、曹泽青分别以故
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
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对被告人祁文强以盗窃罪判
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八千元。宣判后，洪
峤、张晨光、曹泽青不服，提
出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于7月20日受理该案，8
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

法院二审查明：2020年
7月初，洪峤因与女友李某
月（被害人，殁年21岁）在恋
爱交往过程中发生矛盾，遂
邀约张晨光、曹泽青帮忙杀
害李某月并制定作案计划。
洪峤事先设计诱骗李某月
购买7月9日的机票从江苏
省南京市前往云南省景洪
市，并提供资金和部分作案
工具，带领张晨光、曹泽青
多次演练杀人方法并交待
作案细节等，指使张晨光、
曹泽青从南京市乘机提前
抵达景洪市至商定的作案
地点勐海县普洱茶公园，购

买铁锹预先挖好土坑。当日
21时许，李某月被诱骗至作
案地点，曹泽青、张晨光将
李某月杀害并掩埋。

洪峤曾于2019年5月，
指使祁文强在南京市某度
假区盗窃一台单目夜视仪
（价值18000元）。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认为，上诉人洪峤、张晨光、
曹泽青的行为均构成故意
杀人罪。洪峤、祁文强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
人数额较大的财物构成盗
窃罪。洪峤犯故意杀人罪、
盗窃罪，应数罪并罚。在故
意杀人共同犯罪中，洪峤系
犯意提起者，并实施具体组
织及指挥行为，提供相应资
金和部分作案工具，设计诱
骗被害人李某月至案发地，
提供李某月的行程信息，罪
责最为突出；张晨光、曹泽
青与洪峤共谋，具体实施杀
人行为，共同致李某月死
亡，罪责相当，三人均系主
犯。洪峤无视他人生命，作
案手段残忍，社会危害性极
大，罪行极其严重，且翻供
否认指使杀害李某月，毫无
悔罪之心，应依法惩处。张
晨光、曹泽青在共同犯罪中
的罪责小于洪峤，且有坦白
情节，判处二人死缓符合罪
责刑相适应原则。一审判决
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
审判程序合法。故作出前述
裁定。 据新华社

槟榔含有槟榔碱、麻黄素等物质，吃了能使
人兴奋，长期食用容易产生依赖性，具有一定的
成瘾性。对于此次“禁售”，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
交流中心科学技术部主任阮光锋表示支持。他
说，槟榔对健康最大的危害是会增加患口腔癌的
风险。槟榔碱易灼伤口腔黏膜，长期嚼食，容易导
致口腔病变。

槟榔产业一直争议不断。原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在2017年公布致癌物清单时，已
将槟榔果列入一级致癌物。阮光锋说，国家卫
健 委 办 公 厅 印 发 的《健 康 口 腔 行 动 方 案
（2019-2025年）》中表示，应对口腔疾病高危行
为进行干预，就提到了槟榔：在有咀嚼槟榔习

惯的地区，以长期咀嚼槟榔对口腔健康的危害
为重点，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和口腔健康检
查，促进牙周、口腔黏膜病变等疾病早诊早治。

从食品安全、营养健康、降低疾病危险因
素来看，国家一级健康管理师、国家高级食品
检验师王思露比较支持这一最新“禁售”规定。

王思露表示，长期食用槟榔不仅仅容易导
致口腔癌，还会增加舌癌、食道癌、咽喉癌、肝癌
等癌症的患病风险。另外还有相关证据表明，有
咀嚼槟榔习惯的人患心脑血管疾病、肥胖、二型
糖尿病、胃炎、慢性肾病、肝硬化等疾病的风险
更高。“正因为危害如此之大，从源头上禁止售
卖槟榔是保障消费者身体健康的根本法则。”

产值千亿的槟榔业

被 多 地 要 求 下 架 背 后被 多 地 要 求 下 架 背 后

发生了啥？

“请广大经营户自觉下架处理，我局将按照相关法律和政策要求，近期内开展专
项清理行动，对相关违法行为坚决予以查处。”

近期，全国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纷纷下发类似通知，要求商家下架在售槟榔及槟
榔制品。红星资本局不完全统计发现，至少已有7地明确要求下架。数据显示，槟榔产
业目前已近千亿产值，此次被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求下架或为其发展按下暂停键。

此前，36岁歌手傅松因口腔癌不幸去世，他生前曾在社交平台上表示自己的口
腔癌系槟榔所致，呼吁大家“珍惜生命，远离槟榔”。

槟榔作为一级致癌
物，其“食品”身份常年饱
受争议。在湖南等地，槟
榔产业已近千亿规模，槟
榔制品作为“特色食品”
已相对普及，存在很大的
健康风险隐患。虽然利用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
目宣传推销槟榔及其制
品已被禁止，但槟榔制品
的销售却几乎未受影响。

市面上销售的主要
槟榔制品，多由湖南企业
生产，而自 2021 年起，湖
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
省内所有槟榔企业的食
品生产许可及延期都不
再办理。换言之，如果没
有食品生产许可证，或者
食品生产许可证已经过
期，那在此之后生产的槟
榔就不再具有食品属性。

事实上，早在两年前，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最新修
订的《食品生产许可分类
目录》，就已取消了“食用
槟榔”的类别，槟榔不再作
为食品管理，也不能再颁
发《食品生产许可证》。槟
榔作为食品的生产许可和
监管，自此缺乏依据。

据此，地方有关部门
要求，不得将槟榔制品作
为食品销售，是正常的执
法行为，于法有据。包括
湖南在内，所有地方都应
该照此办理。不属于食品
的槟榔，其“身份”究竟应
该被如何定义？相关生产
企业又该何去何从？

根据报道，为了解决
监管无据问题，湖南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已向省政府
提请建议，由省卫健委推
动做好槟榔安全性评估，
报请国家卫健委研究将槟
榔列入“药食同源”目录。
湖南相关部门还在争取通
过地方立法，确定槟榔“地
方特色产品”的定位。该消
息发布后，很快遭到“要钱
不要命”的质疑。

值得追问的是，在踢
出食品目录之后，“把槟榔
当做‘槟榔制品’来销售，
不得按照食品来销售”，那
么，“槟榔制品”究竟应该
如何定性？“分区域售卖”
的“身份”到底是什么？相
关部门需尽快给出明确说
法，以便稳定相关企业预
期、指导理性消费行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特约评论员 舒圣祥

早在 1996 年 9 月，
厦门市人民政府便颁布
了《厦门市禁止生产、销
售和食用槟榔规定》。

今年 5 月，贵州省
遵义市习水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在“习水市场监
管”公众号上发布了槟
榔致癌相关文章，并表
示：“请广大经营户自觉
下架处理，我局将按照
相关法律和政策要求，
近期内开展专项清理行
动，对相关违法行为坚
决予以查处。”

9月7日至9日，四
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
东县市场监管局食品监
管股、综合执法大队、各
市场监管所也开展了对
槟榔及槟榔制品专项整
治，要求商家下架在售
槟榔及槟榔制品。

9 月 13 日，四川省
南充市南部县建兴镇
发布通知称，依据市场
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
槟榔制品监管有关事
项的通知》（市监食生
函［2021］1582 号）、四
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办公室《关于加强槟榔
制品销售监管的通知》
等文件要求，即日起，
各食品经营者要及时
下架，并不得销售食品
包装和标签标识的槟
榔及槟榔制品。

9 月 16 日，成都市
新津区市场监管局微信
公号消息提到，为进一
步加强槟榔制品销售监
管，近日，花桥所开展槟
榔制品专项清查行动。
此次行动，将校园周边、
超市、便利店、小型商场
等作为重点检查区域，
深入排查违规销售槟榔
行为，同时利用线上外
卖平台检索违规销售槟
榔商家，再进行线下检
查，做到精准打击。目前
共检查便利店、超市等
食品经营单位10家，发
现有6家食品经营户销
售槟榔的情况，已责令
其立即下架。

9 月 19 日，四川省
南充市营山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微信公众号发布
消息称，各经营户不得
销售食品包装和标签标
识的槟榔及槟榔制品；
对食品经营场所销售槟
榔及槟榔制品的，立即
联系食品经营单位下
架，如有违法行为，将依
法查处。

9 月 15 日，义乌有
商家接到通知，要求槟
榔全部下架，永久禁止
其作为食品销售，否则
将面临处罚。义乌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监管
科相关人士回应称：“我
们没有接到在全市下架
槟榔的说法，而是要把
槟榔当做‘槟榔制品’来
销售，不得按照食品来
销售。且要分区域售卖，
槟榔不能跟食品混在
一起售卖。”

红星资本局查阅资料发现，最早可查的
槟榔广告出现在1997年，湖南经视的幸运系
列娱乐节目播出“皇爷槟榔”的广告。到2004
年，主持人汪涵在节目《超级女声》口播“友文
槟榔”的广告词，“你的味道，我知道”。

可以从中看出，槟榔早期的广告宣传都
是以地方媒介为阵地进行推广。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湘潭市人民政府
2017年曾在官网发文称，湘潭市槟榔产量占
全省生产总量的 80%以上，年销售收入超过
80亿元，税收过亿元，近15万人从事与槟榔相
关的工作。

从2017年到2019年，槟榔品牌“口味王”
连续3年登上湖南卫视春节联欢晚会，如贾玲
的“相亲就好比嚼槟榔，你得一颗一颗地咀
嚼，才知道哪种是最符合你的口味王”，再到
汪涵的“湖南人过年就吃口味王”。

从广告词来看，这一阶段的宣传重点多
落在“味道”上。

到 2019 年 3 月，湖南省槟榔食品行业协
会下发通知，要求湖南所有槟榔生产企业即
日起停止国内全部广告宣传，且此项工作必
须在当年3月15日前全部完成。

但湖南省行业协会的这一纸禁令，未能完
全约束槟榔企业。此后槟榔广告选择了走出地
方媒介，槟榔的宣传重点也有了变化，从“味
道”转向了功能性的“健康”“提神”“养生”等。

2020年，槟榔品牌“湘潭铺子”赞助综艺
节目《德云斗笑社》，打出来的广告宣传语为

“有枸杞更好一点，听相声更乐一点”。
天眼查APP显示，这一品牌背后的主体运营

公司为湖南伍子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伍
子醉实业”），其注册地址即为湖南省湘潭市。也
就是说，其在上述禁令发布后仍在打广告。

某广告行业的从业人士告诉红星资本
局，早几年前，公众已经逐渐认识到槟榔的危
害性，而槟榔企业用主打“健康”“养生”的营
销思路来对冲是有针对性的。

不仅仅是“湘潭铺子”，红星资本局发现，
品牌“问道食品”曾推出一款石斛槟榔，号称将
中药石斛融入槟榔中，使消费者在享用槟榔口
感的同时，还能够起到保证身体健康的作用。

在长期“无害化”的广告宣传中，槟榔的市
场不断扩大。直到2021年9月17日，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发通知称，自即日起，停止利用广播
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宣传推销槟榔及其制品。

无论是广告被叫停，还是此次的“禁售”，
其背后仍然是千亿级槟榔产业与公众健康的
博弈。

尽管各医疗机构、行业协会不断发声，我
国槟榔产业依然飞速扩张。据《中国食品报》
报道，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有1.4万余家槟
榔相关企业，主要分布在湖南、海南和福建。
从去年开始，全国槟榔企业数量大幅跃升，注
册数量达2800余家，较2019年增长89%，而今
年的增长趋势依旧火热，至今全国已注册槟
榔企业2600余家。

有网友表示，槟榔产业背后的种植、加
工、销售已经形成产业链，如果“禁售”，应充
分考量从业人员及经销商利益，不能一刀切。

西部地区一位业内人士则表示，槟榔的
种植、加工主要在海南、湖南等南方省份，其
他省份多为槟榔消费区。如果“禁售”，其实对
消费区经济影响不会太大，可能对批发商、商
户会有一些影响。

记者联系到湖南省一槟榔品牌加工销售
企业，其全国招商热线客服表示，暂未接到

“禁售”的通知，目前全国招商渠道畅通。
面临禁令再度“加码”，槟榔产业未来将

何去何从？“一边是实实在在的地方和企业
利益，一边是公共健康与卫生，短期内的利
益各方都难以割舍。”阮光锋认为，槟榔致癌

证据确凿，长此以往，会给消费者的健康、财
产造成无穷祸害。“槟榔产业短期内确实对
当地经济、就业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因口腔
癌等疾病导致的医疗成本，其实会超过这些
经济效益。”

有研究预测，按照目前的趋势，到 2030
年，槟榔相关口腔癌病例在湖南可能累计超
过 30 万例，在全国保守估计可能超过 100 万
例。槟榔相关口腔癌在全国造成的医疗负担，
以每例医疗费20万元保守估计，累计可能超
过2000亿元，足以抵消其对社会的经济贡献。

据《中国食品报》报道，“全国的槟榔产业
未来至少将达到千亿元的市场容量。”2021
年，食品产业专家朱丹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槟榔属于高利润行业，同时嚼食槟榔产
品的成瘾特性吸引了稳定消费客群。以消费
大省湖南为例，其嚼食槟榔的人口比例已接
近50%。而这不仅与多个地区人民的生活习惯
有关，同时也与地区经济发展有密切的联系。

事实上，众多业内人士都认为，目前对于
槟榔行业需要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标准，指导
相关企业该如何做。“槟榔产业的监管体系仍
不完善，对于槟榔产业发展需要合理引导。”
朱丹蓬表示，希望在多方努力下，通过立法手
段，以平衡好行业发展与公共健康的关系，将
槟榔的监管推到合理、合规的方向上来。

多地要求
下架槟榔
规定最早
颁布于
1996年

不再属于“食品”
“槟榔制品”
到底算什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俞瑶 张露曦 杨佩
雯 综合极目新闻

2017年
已被列入
一级致癌物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此前槟榔企业在品牌宣传上不仅从未把“有害健
康”打在外包装上，更是有企业在广告中宣称可以“养生”。

靠“无害化”广告扩张的槟榔

中国槟榔产业产值已近千亿。据《中国市场监管报》数据，2011年至2018
年，中国槟榔产业产值从558亿元上涨至781亿元，且呈继续上涨趋势。随着
监管趋严，预期千亿规模的槟榔产业何去何从？

千亿级槟榔产业与公众健康的博弈

“南京女大学生遇害案”
二审宣判：维持原判

工信部：我国消费电子产销规模
均居世界第一

近日，网传消息称，多
所高校不再招收“专升本”，
这引起部分专科院校的学
生和家长的疑虑。记者采访
了解到，确有部分高校的独
立学院出于转设需要，暂时
停止“专升本”招生。但大多
数省份2022年选拔优秀专
科生转本科学习计划正常
招生，且招生名额比往年还
有所增长。

长期以来，“专升本”一
直都被专科院校学生看作
是一场“小高考”，尽管升学
竞争压力不小，但是迎难而
上的学生并不在少数。

对比江苏省 2021 年、
2022年的“专转本”分校计
划表，记者注意到，东南大
学成贤学院、南京师范大学
中北学院、江苏科技大学苏
州理工学院等几所独立本
科学院确实停招了“专转
本”。记者电话联系了南京
师范大学中北学院的招生
办公室。

中北学院招生办表示，
“2022年的‘专升本’，我们
是没有招生的。以后如何现
在还不确定，我们主要是招
生专业结构的调整，明年是
否招生，要等招生专业统一
部署安排。”

江苏科技大学一位知
情的老师告诉记者，该校苏
州理工学院的“专升本”今
年停招了，后期有转设的可
能，但校本部的“专升本”招
生还正常进行。记者查询江
苏科技大学发布的相关招
生简章，该校“专升本”招生
考试将于10月下旬举行。

此外，江苏多所停招
“专转本”的独立学院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停招的
原因主要是学校正在筹备
转设工作。

记者又对河南、安徽等
地的“专转本”情况进行了
采访。从安徽工业大学了解
到，今年安徽工业大学首次
以联合培养的模式，招收

“专升本”，17 个专业共招
收两千人，目前新生已经开
始陆续报到。

2022年河南“专升本”
共有 47 所院校招生，除去
今年新增的河南工业大学
（公办）、黄淮学院（公办），
有12所院校招生人数有所
减少，其中8所公办院校，4
所民办院校。近几年，河南
的高校中，洛阳师范学院、
周口师范学院、河南城建学
院等停止了“专升本”招生。

据@中国之声

多所高校不再招收“专升本”？
部分高校回应：正在筹备转设

槟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