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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黄婷婷

辣条，似乎永远不缺话题。
“五毛零食”，是它定位低端、价

格低廉的标签；“吃包辣条压压惊”的
网络段子和表情包，让它成为“网红
食品”，一时风光无两；吃着辣条长大
的“80后”“90后”， 亲切地称呼它为
“国民零食”； 而在不少父母长辈眼
里，辣条，就和薯片、可乐等食物一
样，与“垃圾食品”画上等号。

今年3月，央视3·15晚会曝光“问
题”辣条，满是污垢的生产环境刺痛
了不少消费者的神经，不少企业坦言
“这对多年培育的市场打击不小”。 湖
南辣条产业集聚地平江县，顺势掀起
一场食品安全监管“全覆盖”的专项
整治行动。

如今， 这个近600亿元的巨大市
场，已经引来盐津铺子、三只松鼠、金
丝猴等知名食品企业前来瓜分蛋糕。

问题频发却“人缘”极好的辣条
产业，到底有着怎样的“魔力”，能吸
引众多大牌入场？ 舆论“冰火两重天”
下的辣条企业，该如何洗刷“污点”，
找寻健康发展之道？

“辣条从来不愁销”
小辣条， 大产业，2018

年产值规模达580多亿元

4月15日， 记者在岳阳市平江县
“麻辣王子”辣条品牌生产车间看到，
一袋袋面粉自动灌入挤压车间，经过
高温挤压熟化变身奶黄色的面筋长
条， 由机器切段后输送到搅拌车间，
在油、盐、糖、辣椒等辅料里均匀地滚
上10分钟，进袋封口，一批辣条便新
鲜出“炉”了。 工人正忙着装箱，准备
运往武汉。

“麻辣王子”行政副总裁李满良
介绍， 约3000平方米面积的辣条车
间，一天的产值有60万元。

“生产供不应求。 ”李满良说，“辣
条从来不愁销。 ”

记者在长沙的家润多、 华润万
家、 步步高等多家大型超市发现，麻
辣王子、金磨坊、馋大嘴、卫龙、翻天
娃、还想、三湘世家等品牌的辣条，占
据着麻辣休闲食品区域近一半的位
置，品类多达十余种。

在今天便利店、芙蓉兴盛、天猫
超市等连锁商店，辣条也摆放在零食
区醒目的位置，不时有学生或年轻女
士前来选购。

省食品行业联合会名誉会长刘
送保介绍，目前，全国有辣条生产企

业1000余家，总产值达580多亿元，拉
动包装、物流等相关产业150多亿元。
辣条产业广泛分布于湖南、 河南、四
川等国内十余个省（市），平江县辣条
产值达200多亿元， 几乎占据了全国
辣条产业的“半壁江山”。

走在平江县城，不时可见“辣条
发源地 湖南平江”的招牌。 平江县食
品行业协会会长徐望辉介绍，1998
年，平江人凭借着几百年来制作酱干
的手艺，创造性地用成本更低廉的面
粉挤压生产辣条， 经过20余年的发
展，平江县成为全国“辣条之乡”。

辣条，也成为了平江县的支柱产
业。徐望辉说，当地每10个人中便有1
人靠辣条产业为生，全国辣条从业者
中，平江人占了96%以上。

徐望辉回忆起辣条“横空出世”
的那几年， 一批批经销商接踵而至，
提货的卡车停在辣条工厂门口“蹲
守”，辣条的年产值逐年增长，直到现
在也没有放缓脚步。 他预测，未来3至
5年， 全国辣条产业的总产值有望突
破千亿元。

这样的预测并非虚言。
今年3月下旬，成都，第100届春

季糖酒会，初涉辣条行业的盐津铺子
推出的粗粮辣条“小新王子”，成为糖
酒会上一大热门产品。 仅展会3天，
“小新王子”就成功与500多家经销商
签约，斩获近亿元订单。

湖南金磨坊食品有限公司也是
一个辣条“新手”，2018年11月第一批
辣条产品上市。 公司董事长罗光辉介
绍，目前金磨坊辣条每日产量4000件
约20吨，今年1至3月完成了3500万元
产值， 今年全年的销售目标是1.5亿
元。

“每被曝光一次，行业就
会在阵痛后迎来飞跃发展”

市场洗牌 ， 地方标准
有效推动行业规范发展

辣条出色的口感风味，能无限勾
起消费者的味蕾馋虫，进而催生出了
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2007年以前，一根辣条1毛钱、一
包辣条5毛钱的销售额汇聚成江海，
现金流源源不断地流进从业人员口
袋，流进企业资金账户，带动一个家
庭甚至一方百姓发家致富。 有人在狂
欢，有人却陷入沉思。

“我依靠做辣条生意，改善了自
己小家的生活状况，也让公司伙伴生
活条件变得更好，但是并没有觉得从
事这个行业很光荣，甚至不敢明说自

己是做辣条的。 ”“麻辣王子”创始人
张玉东坦言， 从事这个行业缺少尊
严，没有价值感，学生有时买辣条还
要偷偷地买。

彼时，社会对辣条的普遍印象是
高油、高盐、高糖、大量的不合格食品
添加剂、生产场所卫生差……

“辣条行业发展之初，进入门槛
低，企业一哄而上，既没有营业执照，
也没有卫生许可证等相关证件；行业
没有统一的生产标准，政府相关部门
也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食品安全隐
患重重。 ”湖南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
院原院长、教授夏延斌说，辣条之所
以会给人留下“垃圾食品”的印象，与
行业初创期散兵游勇聚集、作坊式粗
放生产模式有莫大的关系。

踩雷而行，终有爆雷之时。
2005年，辣条遭遇第一次全国性

大危机，媒体曝光了一家食品厂非法
使用霉克星（一种工业防腐剂）。

这一危机使行业进入短暂的冰
冻期，也直接推动了2007年辣条行业
地方标准正式出台。

有了地方标准后，小企业洗牌出
局、大企业乘势而上，行业迎来跨越
式发展。

2007至2012年，全国辣条行业企
业家数由2000多家减至1000多家，
规模从100亿元壮大至400亿元。

“每被曝光一次，行业就会在阵
痛后迎来飞跃发展。 ”张玉东在辣条

行业摸爬滚打近20年，见证了许多企
业被“踢”出局。

大浪淘沙，行业蜕变。 2010年左
右，在平江，仅需一台挤压膨化机就
可以生产辣条的情况不复存在；辣条
生产工艺流程逐步实现了半自动化、
流水线作业；生产车间由敞开式转化
为半封闭式，生产环境、设备卫生管
理与消毒都有了严格的制度与规范。

但市场仍然存在这样的尴尬：辣
条低价，每包1元或2元。 这自然会让
消费者产生疑惑：“这么便宜，不会是
什么好东西吧？ ”

省食品行业联合会名誉会长刘
送保说，事实上，行业生产管理规范
后，全国大部分辣条生产企业都通过
了QS生产许可认证，违禁添加食品添
加剂的情况也基本销声匿迹。 辣条的
售价不高， 主要是其生产原材料易
得、成本低。

然而，总有一些企业试图“挑战”
食品安全底线，2019年央视“3·15”晚
会曝光了“问题”辣条，其中就有生产
地在平江县的“黄金口味棒”等辣条。

风口浪尖之上，行业销售急转直
下。

监管风暴随之而来。 3月15日当
晚，岳阳市市场监管局迅速前往涉事
企业深入调查，第一时间摸清违法违
规情况； 平江县连夜召集100余家辣
条企业负责人召开整治大会，宣布对
全县食品企业开展地毯式排查，对问

题企业进行顶格处理。“平江县内超
过100家辣条企业主动停业整改，待
整改完成后申请县食药局现场验收
合格才可恢复生产。 ”平江县休闲食
品协会秘书长陈鹏说。

加强行业自律、立行立改。 平江
县食品行业协会发起倡议，号召辣条
企业对生产车间、原材料及成品仓库
进行视频监控全覆盖， 并向公众公
开； 协会还将设立24小时举报热线，
对举报不规范生产企业者给予高额
奖励。

平江县食品行业协会会长徐望
辉认为，辣条行业经此当头一“棒”，
行业规范将再上一个台阶，如建立企
业产品电子追溯体系，完善产品生产
过程记录台账，成立质量巡查小组不
定期开展内部自查，确保产品顺向可
追、逆向可溯、横向可控。

“彻底撕掉辣条‘垃圾
食品’的标签”

产业谋变，用生产药品
的车间标准生产辣条

走进长沙福元西路沃尔玛超市，
在休闲食品货架上， 辣条琳琅满目，
售价2元一包、5元一包甚至更贵。

是什么让辣条从校园街边小卖
部卖到了国际连锁大超市？ 又是什么
促使辣条价值提升、价格悄然上涨？

从长沙出发往东南方向驱车3小

时左右，可到达位于江西省九江市修
水县的江西盐津铺子生产基地。 修水
县风光旖旎，春花烂漫、峰峦起伏。

进入盐津铺子“小新王子”辣条
生产车间，要穿上洁净工作服，洗手、
消毒、在密封的风淋室吹掉可能粘连
在服装上的异物。 洁净明亮的车间，
规范地摆放着先进的自动化及半自
动化设备， 半成品工艺采用电脑程
控。

这是一个空气洁净度可用于生
产普通药品和奶粉等产品的无尘车
间。

“辣条国标落地在即，市场空间
将进一步打开。 ”盐津铺子副总经理
杨林广介绍，盐津铺子2017年下半年
开始研发辣条，2018年12月第一批产
品上市。 作为食品上市企业，盐津铺
子入局即高标准操作，斥资数千万元
打造了4000平方米的无尘车间。

这并不是行业第一个10万级净
化车间。

2017年8月，“麻辣王子” 建成投
产行业首个10万级净化车间。“想改
变人们对辣条的不良印象，彻底撕掉
辣条‘垃圾食品’的标签。 ”“麻辣王
子”创始人张玉东雄心勃勃。

同样有此想法的还有湖南金磨
坊食品有限公司。 其辣条新生产线引
进了行业最先进的膨化设备与技术，
生产线全流程智能化控制。“辣条生
产从投料到出成品只需要1小时，原
本需要30人才能完成的工作量，现在
只要2个人就能完成。 ”金磨坊董事长
罗光辉说。

生产硬件提高标准，“软件”也快
步跟上。

“麻辣王子”在2014年至2018年
先后进行了原料升级、口味升级和产
品升级，采购天然面粉、非转基因食
用油，不添加甜蜜素、安赛蜜、纽甜、
阿斯巴甜等化学合成甜味剂，取消色
素等，“每一次改变只为让消费吃得
更健康、更放心。 ”张玉东说。

作为行业“后来者”，盐津铺子以
粗粮健康辣条为突破口, 产品添加粗
粮、膳食纤维，减少糖、油、盐的含量
且做到防腐剂零添加； 不仅如此，辣
条从配方设计、 原料采购到生产、检
验检测、仓储运输，建立了全环节可
追溯的质量控制体系。

武汉轻工业大学教授、中国粮油
学会粮油营养分会副会长李庆龙分
析，越来越多龙头食品企业布局辣条
行业， 产业的前景和生命力可见一
斑；市场竞争加剧的同时，辣条产品
在口味、形状、包装等方面也更将丰
富多样，产业集中度、品牌知名度将
越来越高。

“辣条发展这20年，一路‘打怪升
级’， 在通往健康休闲食品的路上，
营销手段也更加时尚化， 如今抢市
场靠的是质量、 拼的是想法、 玩的
是心跳。 ”“麻辣王子”创始人张玉东
认为。

� � � �从平江发迹起源，凭借口感风味风靡市场；度过了粗放生产的初创阶段，受益地方标准出台走向规范
并高速增长；如今国标落地在即、市场不断拓展，却因央视“3·15”晚会曝光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辣条，近600亿元产业何去何从

� � � �图为“麻辣王子”全自动拌料设备。 通讯员 摄

� � � �湖南日报4月22日讯（李永亮 朱纪轩）
近日， 株洲市纪委监委出台10条措施，
整治机关履职过程和日常管理中存在
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这10条措施包括提高机关工作效
率、提高办文办会质量、改进调查研究

等。 其中明确要求，对上级的安排部署、
市纪委常委会议定事项和主要领导要
求落实的工作，委班子成员要具体牵头
落实，按时办结，确保效果，原则上一个
星期内要完成，重大工作要随时报告进
度情况；2019年以株纪发、 株纪办发两

种文号下发的文件要减少50%，各类报
表数量减少30%以上；委机关微信工作
群精简50%， 只设立工作和学习2个微
信群，各部室办一般只对下设立一个工
作微信群；2019年以市纪委市监委名义
召开的会议要比2018年精减30%；提请
市纪委常委会审议的汇报材料简明扼
要，直奔主题，汇报时间一般不超过8分
钟。

株洲市纪监委10条举措整治形式主义

� � � �湖南日报4月22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常纪轩） 接受有偿异性陪侍，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
……近日， 常德市纪委监委通报了该
市近期查处的4起市管干部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

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 原副局长
彭进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
品礼金及生活奢靡、贪图享受、追求低
级趣味等问题。 2013年至2018年，彭
进在担任市公安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
期间， 多次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
务的礼金共计60.59万元、 香烟共计
188条。 2007年以来，彭进经常免费使
用某KTV固定包房进行娱乐活动，并
接受有偿异性陪侍。 2019年3月，彭进
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违纪违
法所得予以收缴， 其涉嫌犯罪问题移

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张圣友收受可

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等问
题。 2010年至2018年，张圣友在担任
市房管局局长、市政府副秘书长期间，
多次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
品礼金共计28.45万元； 多次接受可能
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 打高尔夫
球等活动安排。 2019年3月，张圣友受
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违纪违法
所得予以收缴， 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
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市第一人民医院原党委副书记、
原院长向绪林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
行公务的礼品礼金等问题。 2004年
至2015年，向绪林在担任市第一人民
医院副院长、院长期间，多次收受可
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共

计182.77万元；多次接受可能影响公
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安排；在操办其女
儿婚宴、母亲及岳父丧事等婚丧事宜
过程中，违规收受亲属之外人员礼金
144.66万元。2019年3月，向绪林受到
开除党籍处分， 取消其退休待遇，违
纪违法所得予以收缴，其涉嫌犯罪问
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市文物局原分党组书记宋仁恒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
礼金等问题。 2011年至2017年，宋仁
恒在担任西洞庭管理区党委委员、管
委会副主任期间，多次收受可能影响
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共计6.69万
元。 2019年3月， 宋仁恒受到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处分，违纪违法所得予以
收缴，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
依法审查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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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邹娜妮

将头发别进护士帽，熟练地给病
人送药、打针……4月16日，在娄底市
第一人民医院，25岁的护士邱波如同
往常一样穿梭在病房之间。

赶着休息的间隙，她回答了记者
的提问：“如果当时没救她，我肯定会
后悔。 ”另一名救人者陈斯妮，是涟源
市伏口镇中心学校教师，她给出了相
同的答案。

去年7月3日19时40分左右，陈斯
妮和邱波这对表姐妹在娄星区长青
地下商业街某小吃店吃饭时，周边人
群骚动起来。 突然，一名满身是血的
黑衣女子从外面冲进店来，瘫坐在凳
子上，表情痛苦，额头冒着大汗。

当时情况混乱，小吃店周遭不明真
相的人群见此情景，纷纷后退，两姐妹
也吓懵了。 出于救死扶伤的医者本能，
邱波立刻反应过来，冲上去扶住黑衣女
子检查她的情况，发现她左后背肩胛骨
处有一道明显刀伤，鲜血浸透了整件衣
服，还有血顺着衣角不断往下滴。

“快救人！”两姐妹同时行动。邱波
用卫生纸捂住黑衣女子的伤口； 陈斯
妮立马拨打了110和120。

“伤口很深、血流不止，用了两大
卷卫生纸还止不住血， 我身上也沾满
了血。 ”邱波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
心有余悸。

等待救护车来， 在一旁协助表妹照
顾受伤女孩的陈斯妮也很害怕，“不知道
她为什么受的伤，如果是被人砍伤的，那
凶手会不会还在附近？怕，但救人要紧。 ”

骚乱的人群不断发出议论声。 这
时，两姐妹才知道就在两分钟前，一名
中年男子已将一名年轻女子砍杀在
20米外的公厕旁， 男子在逃跑过程
中， 竟毫无来由地把刀刺向擦身而过
的黑衣女子背部。

邱波开始担心： 凶手会不会折回
来？ 或者根本就还没跑远？ 黑衣女子的
血越流越多，情况很危险，时间不等人，
两人决定不等救护车赶到，直接将伤者

送往附近的娄星区人民医院。
在出租车上， 姐妹俩不断地安抚

极度恐惧的伤者。 她们明白， 生死关
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到达娄星区人民医院后， 医护人员
迅速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处理， 随后将女
子转至市中心医院进行救治。“刀子从胸
后背刺入，穿破胸膜，伤及肋骨，情况非常
危险。 ”当时的主治医生说，“幸亏得到专
业的紧急救护，否则后果很难说。 ”

看到受伤的女孩病情稳定、 已无
大碍，邱波和陈斯妮悄然离开。

事情发生后近10个月， 每当被身边
的人称赞为“最美护士”“最美教师”，两人
依然有些害羞，“虽然有点后怕，但再遇到
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会伸出援手。 ”

■点评

当满身是血的陌生人倒在面前，
我们会怎么做？邱波和陈斯妮这对“90
后姐妹花”没有选择旁观和躲避，而是
第一时间救助、报警和送医，成功挽救
了伤者的性命。她们用勇气、用实际行
动，给了世人一个温暖而响亮的答案。

在我们的生活中，勇气无时无刻不
被需要。 在那样特殊的环境里，她们不
惜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位素不相识的
陌生人，人性的善良在那一刻焕发出光
芒。 见义勇为者的光辉，应该成为这个
时代的一抹亮色和我们追寻的坐标。

“90后姐妹花”英勇救人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 � � �邱波（左）和陈斯妮。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