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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化妆品管理，给牙膏宣传套上紧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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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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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民论坛

添加西药有损凉茶形象与市民健康

此番李佳琦只是作为

特殊人才拿下上海户口，

而他本人正是从上海“出

道” 并成长起来的。 换言

之，“抢才”也需要“育才”，

只有营造多元、 开放的人

力资源发展环境， 才能为

各式人才的喷薄而出提供

基础支撑。

———新京报：《李佳琦

落户上海 ：对 “特殊人才 ”

定义就该与时俱进》

“零容忍”直接关系到

注册制改革的成功与否，

关系到资本市场的健康发

展。要真正做到对造假“零

容忍”， 一是扎密制度的

“笼子”，依靠制度建设“刚

性约束”，促进监管法治化

和精细化；二是坚持“倒查

责任”， 压实中介机构责

任， 给相关金融服务机构

戴上“紧箍咒”；三是允许

和鼓励“啄木鸟”式的负面

研报，善用市场力量打假。

———经济日报：《对股

市造假“零容忍”需三箭齐

发》

划车孩子的家长公开

道歉，态度看上去较诚恳，

赔偿意愿显得积极。然而，

家长一句“孩子不懂事”，

还是给人感觉“蜻蜓点

水”。

涉事的 4 个未成年人

都在十多岁， 已然接近青

春期， 真的完全“少不更

事”吗？ 一口气划伤 45 辆

车，如果孩子们一点不“后

怕”，谁该感到“后怕”？

众所周知， 家长的思

想行为和教育方式会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孩子。 孩子

犯错，家长不能不反思。

———人民网：《熊孩子

划

45

辆车 ， 不懂事难卸

责》

◎

木木 辑

国务院 29 日颁布《化

妆品监督管理条例》，条例

将于明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条例首次提出注册人、

备案人概念， 首次将牙膏

参照普通化妆品管理，打

击假冒伪劣， 加强网络销

售监管，“美丽” 行业将迎

来新变化（《新华每日电

讯》6 月 30 日）。

该条例的亮点很多，

“将牙膏参照普通化妆品

管理”只是其中之一。但这

一点就足以引发社会的广

泛关注。 这是因为，当前，

牙膏市场存在一些乱象，

比如不少功效宣称具有防

龋防蛀、 防牙斑、 防牙结

石、防牙龈炎、抗菌、止血

清火等字眼， 给人的感觉

是刷牙具有治疗疾病的作

用。尽管成分合理、质地合

适的牙膏对治疗口腔疾病

有辅助作用， 但在保健食

品都规定不得宣称具有治

疗功效的背景下， 牙膏宣

称具有治病功效， 于法于

理都更不应该。

至于牙膏宣称具有美

白功效，更是比比皆是。好

的牙膏和正确的刷牙方

式， 的确可以让牙齿显得

更加清洁与白净， 但美白

毕竟是化妆品的功效，而

牙膏是普通商品， 牙膏超

越身份进行越界宣传，有

揩油化妆品之嫌。

不属于化妆品， 却宣

扬具有化妆品的功能，但

在监督时， 又不能运用化

妆品监督方面的法规对其

进行约束，其结果是，牙膏

获得了傍名化妆品的权

利， 却又可以不履行化妆

品的义务， 甚至不接受化

妆品才拥有的监管。 将牙

膏参照化妆品管理， 有利

于化解这一尴尬局面，权

利与义务的统一， 便于执

法部门依法监督管理。

将牙膏参照化妆品管

理， 对牙膏宣称医疗作用

等现象的治理效果也值得

期待。由于新颁布的《化妆

品监督管理条例》 第四十

三条明确， 化妆品广告的

内容应当真实、合法。化妆

品广告不得明示或者暗示

产品具有医疗作用， 不得

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

者。因此，一旦将牙膏参照

普通化妆品管理， 等于在

宣称医疗作用方面， 为牙

膏套上了紧箍咒。

牙膏参照化妆品管

理，利于纯化牙膏市场。在

牙膏的原料管理、 功效宣

称、标签管理、生产销售、

执法监督等诸多方面，有

了更明确的标准， 划出了

更清晰的红线， 消除了灰

色地带，避免了打擦边球。

当然，也要看到，参照

管理不是对等管理， 监管

牙膏与化妆品， 还需考虑

两者的诸多不同， 给予差

异化对待，一概照搬规则，

易忽视牙膏的独特性。 只

有根据牙膏的特点和实际

情况研究制定相应配套文

件， 方能让化妆品当好牙

膏的参照物， 进而进一步

规范牙膏市场， 提升牙膏

质量。 ◎

罗志华 医生

最近广州博物馆办咗一

个电车展览，名为“风雨兼程

六十载，广州电车伴你行———

百年电车 广州记忆”。但系，睇

到呢个标题，有啲朋友就唔明

了：一阵六十，一阵百，呢两个

数字究竟有咩含意啊？

两个数字，代表咗广州电

车发展嘅曲折历史。 首先，从

“百”讲起。 100年前，当时嘅广

州政府准备引入电车通行。 商

人伍籍磐听到之后，就着手筹

钱申办，并且从加拿大买咗几

部车翻来改装。 于是，广州最

早嘅电车亦称为“加拿大”啦。

细路仲有歌仔唱话：“搭上加

拿大，快趣好世界。 行路摩得

多，车仔（人力车）冇咁快。 一

粒银之嘛，快搭加拿大！ ”

可惜，“加拿大” 原先系旧

货车改造嘅，做工太流，经常发

生交通事故， 冇几耐就俾政府

执咗了。 后尾，伍籍磐公司又铺

咗几条铁轨， 想重整旗鼓搞有

轨电车。 但因为资金问题，工程

最终停顿。 再后来日本仔侵华，

连条轨都俾人掘埋。

之后就到咗“60”：60年前，

1960年， 广州开始搭建线网，第

一步无轨电车喺越秀山脚开出，

为呢座城市嘅交通版图画下重

要一笔。 从此之后，广州电车不

断更新换代，经典迭出。 时至今

日，都变咗怀旧了。 大家得闲就

去探下佢啦。 ◎

梁倩薇 编辑

近日， 广州番禺警

方在“飓风 2020”专项行

动中， 查处了一批非法

凉茶店铺， 抓获涉案人

员 15 名，缴获有毒有害

凉茶原材料一批。 办案

民警在番禺区范围内的

凉茶铺随机取样 40 份，

送相关部门进行检测，

结果显示：送检 40 份样

品中有 15 份样品不同

程度含有西药“对乙酰

氨基酚”“氯苯那敏”“布

洛芬 ”“马来酸氯苯那

敏”“甲硝唑”等成分，不

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法规

定（《信息时报》6 月 30

日）。

在凉茶之中添加西

药的现象并不少见，媒

体时有报道。 显然，不良

商家添加西药的目的，

是为了使凉茶的防暑降

温效果更好， 进而增加

销量。 但是，这种行为既

是对消费者的严重欺

骗，又违反法律。

凉茶属于含中草药

成分的饮料， 国家将其

列为食品来管理。 如，根

据《食品安全法》，生产

经营的食品中不得添加

药品， 但是可以添加按

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

药材的物质， 该物质目

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

门会同国务院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公

布。 而“布洛芬”等西药

显然不属于既是食品又

是中药材的物质。

一些经营者在凉茶

中添加西药成分， 会严

重误导消费者， 让人们

感受到凉茶的显著“败

火” 效果之后， 经常选

购。 而经常饮用含西药

成分的饮料， 显然会给

身体带来一定损伤，尤

其对孕妇、 儿童的毒副

作用更大。 根据《刑法》，

在生产、 销售的食品中

掺入有毒、 有害的非食

品原料的， 或者销售明

知掺有有毒、 有害的非

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 此外，经营者还

应向消费者承担价款 10

倍且不低于 1000 元的赔

偿。

另外 值 得 注 意 的

是，在凉茶中添加西药，

不仅伤害消费者身体健

康， 而且有损作为传统

文化的凉茶形象。 对此，

必须严厉打击。

◎

史洪举 法官

视频监控可显著遏制高空抛物

点

击广东

天气持续炎热，游泳

是人们消暑的重要项目。

鉴于此，

“广州有专家提

醒家长让孩子远离野泳，

如遇溺水者要见义 ‘智’

为 ”

（《信息时报》6月30

日），提醒来得正是时候，

唯有警钟长鸣，才能让更

多人牢记安全。危险一旦

发生， 正如专家所讲，水

下救人对个人的体能和

专业性要求很高，要有科

学的施救方法。 不过，安

全防范意识与施救方法

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

强化教育。

当然， 见义勇为有

时候是一种本能， 来不

及犹豫。 比如，

“一名

23

岁退伍军人在东莞跳河

救人失踪， 已证实不幸

遇难 ， 公安部门为其申

报见义勇为 ”

（《羊城晚

报》6月30日）。 一条鲜活

的生命失去了， 实在令

人痛惜。 见义勇为精神，

永远值得弘扬。 你看，

“广州出台见义勇为奖

励新政 ， 最高奖

100

万

元”

（《南方都市报》6月30

日），就是对英雄的高度

肯定。 但我们并不希望

英雄总要冒着生命危

险， 我们更希望好人一

生平安。

说起来， 高空抛物

与坠物也是威胁人们

“头顶安全” 的社会问

题。

“深圳一只乌龟坠楼

砸中男子头部 ， 警方介

入调查 ”

（《南方都市报》

6月30日），是最新发生的

事件。 高空抛物与坠物

是城市管理中的难题，

要遏制这种行为， 靠个

人的自我约束显然是不

够的。 因此，

“广州将在

地方立法中对高空抛物

治理作出明确规范 ，鼓

励加装视频监控吓退高

空抛物 ”

（《信息时报》6

月30日），完善细则与相

关配套，对不同场合、不

同高度、 不同物体等具

体情形作进一步区分细

化， 无疑能起到很好的

治理效果。 尤其是视频

监控， 具有显著的潜在

威慑力。

◎

陈管见 国企职员

据世界卫生组织29日公

布的官方数据，全球新冠肺炎

病例数已突破1000万，死亡病

例接近50万。确诊病例数过千

万是个标志性节点，表明全球

范围内新冠疫情并未缓解，而

是呈加速蔓延趋势，各国对此

切不可松懈大意。

6月以来， 全球单日新增

确诊病例数多次刷新最高纪

录，仅28日一天就新增189077

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近

日强调，在疫情暴发的最初两

个月中， 共确诊约8.5万个病

例，但是在过去两个月里确诊

病例数高达600万。因此，世卫

组织多次警告称，各国要加强

而不是放松疫情管控。

更严峻的是， 西欧、 中

欧等一些此前已基本控制住

疫情的地区随着管控措施的

逐步放松， 出现了疫情反弹

风险。 比如， 德国一家肉联

厂近日发生聚集性感染事件，

瑞士疫情明显反弹。 世卫组

织表示， 欧洲疫情反复的可

能性极高。 防控疫情如逆水

行舟， 不进则退。

在全球感染人数不断攀

升的当下，没有一个国家具有

“免疫力”。即便是此前成功控

制疫情的国家，也面临疫情输

入的冲击，管控措施仍需维持

力度。各地区疫情发展阶段不

同，但面临的风险相似，无症

状感染者成为共同难题，各国

都有必要为防范疫情进一步

蔓延做好各种预案。

全球已有近50万人因新

冠疫情死亡。 每一个数字背

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每位患者的逝去都令人悲痛。

重视疫情管控就是尊重生命、

尊重人权。 联合国、 世卫组

织等国际组织多次强调， 要

有效控制疫情， 需要各国扎

扎实实地做好病例发现、 追

踪、 检测、 隔离、 治疗等每

一个环节。 在没有特效药的

当下， 切断传染链是管控疫

情的有效手段。

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

的武器。 疫情下， 全球科学

家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方

式展开合作， 共享基因序列

等研究成果， 许多国家的疫

苗研发正在取得进展。 世卫

组织带头开展“团结实验”，

与其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发起

名为“获得抗击新冠肺炎工

具加速器” 的国际合作倡议，

以加速新冠肺炎相关疫苗、

诊断工具和治疗工具的研发、

生产和公平分配。 这些， 都

为人类最终战胜新冠疫情打

下坚实基础。

只要各国携起手来， 采

取科学防控手段， 同舟共济，

守望相助， 就一定能够彻底

战胜疫情。

◎

陈俊侠 、 杜洋 、 李叶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