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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家餐饮企业使用罂粟壳被查

� �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公布， 在组织
开展打击食品违法添加执法行动中， 发现 35 家餐
饮服务单位经营的食品中含有罂粟碱、吗啡、可待
因、那可丁、蒂巴因等罂粟壳成分，存在涉嫌违法添
加行为。

■调查

涉及北京上海重庆等 12个省份
将罂粟壳作为调味品在食品中添加，

在一些地方颇为流行，是行业内“公开的秘
密”。 近年来，陕西、四川、上海等地不断被
曝出在火锅、面皮、小龙虾等食品中添加罂
粟壳， 可使食客上瘾或者对身体造成慢性

伤害。
记者梳理此次食药监总局名单发现，

此次涉及北京上海重庆等 12 个省份，其
中，被检出食材中，火锅底料、卤制品成为
重灾区。

用罂粟壳成行业“公开秘密”
“罂粟壳加在火锅、麻辣烫里面，在行

业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一位曾在麻辣烫
店工作过一年的知情人士称， 其所工作的
麻辣烫店， 每天都在桶里加罂粟壳，“不能
放多，3-5个就差不多了。 放入罂粟壳后，能
起到提鲜、提味的作用，口感会变得更好。”

平时也担心食药监部门检查，“每次丢
废弃渣滓， 都得单独将罂粟壳挑出来另外
丢掉。 ”知情人补充道。

四川一位在多家火锅店做过十多年的
厨师告诉记者， 餐饮店用罂粟壳一般小店
用得多。“以前是把粉直接放在火锅底料
里， 但监管部门来查的时候都要抽取底料
化验，所以，现在很多商家都把罂粟粉放进
味精或者吃火锅的碟子里。 ”

因为一些不法火锅店老板通常不会把
完整的罂粟壳放入汤中熬煮， 而是将罂粟
壳碾成粉状，直接添加在食物中。

网购“缨粟粉”，称“让人吃了还想吃”
罂粟是提炼鸦片等毒品的原料，罂粟

壳中含有吗啡等物质， 非法种植买卖、在
食品中添加都被明令禁止。 这些违禁品从
哪里来？

上述知情人士透露，购买罂粟壳并不
难，“调味品店一问基本都有， 便宜的 200
元一斤，贵的接近 300元。 ”

互联网上，公开销售罂粟壳的商户更
多。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罂粟壳又叫
米壳，在网上搜索“米壳”，发现多家网上
商店在出售。

另外，记者在网络上搜索时还发现，一
些店家虽然没有直接写“米壳”，但是用“缨
粟增香粉”“樱粟回味粉”“樱酥”等同音字
作掩饰，输入关键词“樱粟粉”、“樱酥粉”，
可搜出一系列火锅、烧烤类食品添加剂，如
樱粟回味膏、樱酥粉、英粟籽油、大可粉、回
味膏等。

有的商家还直接将罂粟的图片放在页
面上，配上“回味，让你生意好到爆”“好东
西不解释”等文字。

售卖罂粟壳如何担责？
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韩晓表示，

依据我国《刑法》规定，非法种植罂粟、大麻
等毒品原植物的，一律强制铲除。非法种植
罂粟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 依据犯罪情形
不同，将面临最少管制，并处罚金，最高五
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的
刑事处罚。

除种植罂粟行为单独构成犯罪，买卖、
持有未经灭活的罂粟，分别构成非法买卖、
运输、携带、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

犯该罪将面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
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处罚。

那么使用罂粟壳如何担责？ 公安部在
《关于坚决制止、查处在食品中掺用罂粟壳
违法犯罪行为的通知》中特别强调，饭店
在食品中掺用罂粟吸引顾客的行为，属
于违法犯罪行为。该行为涉嫌欺骗他人
吸毒罪，将面临处最少管制，并处罚金，最
高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的刑事处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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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吃上瘾”能否索赔？
和鸦片、海洛因相比，罂粟

壳内的“有毒物质”虽然含量不
大、纯度也不高，但其成分同样
包括吗啡、可待因、那可丁、罂
粟碱等 30多种生物碱。 对绝大
多数从未接触过毒品， 尤其是
对毒品有高度敏感性的人来
说，“功力”却不可小觑。

人们长期食用这种食品，
会出现发冷、出虚汗、乏力、面
黄肌瘦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对

神经系统、消化系统造成损害，
甚至会出现内分泌失调等症
状，最终上瘾，具有潜在的吸食
毒品的倾向， 给社会造成了极
坏的影响。

“吃上瘾”的顾客可以依据
《食品安全法》请求饭店赔偿自
己遭受到的损失， 还可以要求
其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
的赔偿金； 增加赔偿的金额不
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

移送公安机关

并已提起公诉的 5家
安徽省宿州市周黑鸭宿蒙路口

店、 宿州市維桥区慧鹏周黑鸭经营
店；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老铁烤鱼；
重庆市合川区小沔镇有名面馆、合川
区小沔镇天下第一粉。

移送公安机关

立案侦查的 20家
� �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蒋家牛肉板
面馆；上海市金山区加鑫饭店、金山区
友芹食品店、 金山区张堰镇泰山村董
吉凯大排档、闵行区圣贤饭店、金山区
古莲路南京汤包馆老鸭粉丝汤； 江苏
省无锡市南长区宜线宏小吃店、 仪征
市新城镇业仓熟食店； 浙江省杭州市
西湖区长桥农贸市场北门小唐卤味

城； 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孟公山里娃
粉面馆、株洲市攸县吉兴餐馆；重庆市
巫山县霸王鱼鸡餐馆、 巫山县蒋记油
爆虾餐馆、江北区文老六火锅、北部新
区姚家火锅、北部新区渝香堂火锅馆、
荣昌区昌元街道大龙老火锅店； 四川
省巴中市南江县南江镇聪颖家常菜餐

馆、宜宾市屏山县牛馆家食府、眉山市
仁寿县文宫镇金氏酸萝卜鱼火锅店。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正在立案调查的 10家
� �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滇南福喜小吃
店、西城区谢世荣炸鸡店、北京胡大餐
饮有限公司、 北京珍宝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东城区宝和居饭馆；上海市嘉定
区安亭镇原烧鸡公火锅店； 浙江省温
州市瓯海区梧田成全小吃店； 山东省
潍坊市临朐县忆家心火锅； 湖南省娄
底市娄星区洋溪粉面馆、 娄底市娄星
区李忠民清汤羊肉粉店。

周黑鸭：
被通报两店系冒名

此次有两家名为“周黑鸭”连锁店的餐
饮服务单位上榜。 21 日下午，周黑鸭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声明表示， 其从未授权
任何单位及个人在安徽省境内开设任何以
“周黑鸭”商标为名称的门店或以“周黑鸭”
为名的任何经营实体与经营行为。对于《通
告》中提到的“安徽省宿州市周黑鸭蒙路口
店”、“宿州市埇桥区慧鹏周黑鸭经营店”，
声明中称，这两家店与该公司“不存在任何
关系”，并表示该公司将依法起诉并追究上
述两家经营单位及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不能再让罂粟壳

成餐饮业“潜规则”

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曝光，在
组织开展打击食品违法添加执法行动中，发
现 35 家餐饮服务单位经营的食品中含有罂
粟碱、吗啡、可待因、那可丁、蒂巴因等罂粟
壳成分，存在涉嫌违法添加行为。 这些被查
出添加罂粟壳的餐饮企业中，不乏公众所熟
知的餐饮品牌，如胡大餐饮等。

全国统一查处通报餐饮企业添加罂粟

壳，集中给予曝光，这样的做法比较罕见，也
从侧面反映出餐饮企业添加罂粟壳问题之

严重。
一些餐饮企业滥用罂粟壳的 “潜规则”

难以破除，直接原因当然是逐利冲动。 这样
的“潜规则”长期不破，更暴露出以往监管的
软弱。 近些年来，各地监管部门严打餐饮食
品添加罂粟壳的行动可谓进行了一轮又一

轮，短期的行政高压之下，添加罂粟壳的风
气会出现收敛，但等到查处风头一过，罂粟
壳又会在餐饮业死灰复燃。

并且，我们目前对餐饮业添加罂粟壳的
法律处分，也难说严厉。 此前曝出的许多餐
饮店添加罂粟壳的例子中，店主被追究刑事
责任，但一般也就判一年刑期以内，罚款也
在一两万元左右， 有的甚至只是判处缓刑。
例如， 去年 4 月重庆查出火锅店添加罂粟
壳，负责人被处以有期徒刑 8 个月，缓刑 1
年。

其实，罂粟壳和地沟油等食品安全问题
一样，管控并非不可能，关键在日常执法上
不能松动。 不良商家之所以敢用罂粟壳，无
非是认为他们被查到的几率太小，而自己又
非常熟悉监管部门的执法节奏。倘若监管部
门盯住火锅店、卤菜店等添加罂粟壳高发的
领域，将不定期抽查检验长期化、固定化，相
信自然会形成强大威慑力。

餐饮行业位于食品安全监管链条的末

端，与消费者更密切。但在这么一道重要“关
卡”，一直重视事前监管审批监管，事中的监
管不足，各种监管漏洞不胜其数。 而作为食
品安全风险最高的领域， 大量的小食肆、路
边摊、卤菜店、火锅店等往往成为监管盲区，
成为各种问题滋生的土壤。

35 家使用罂粟壳的餐饮单位被集中曝
光，希望这是好的开始，让餐饮业走出"劣币
驱逐良币"，监管部门还需再努力。

（综合新华社 《新京报》）

5家已被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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