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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郴州出现多个“大头娃娃”
吃过的同款
“
奶粉”竟是固体饮料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要求彻查
□楚天都市报记者 刘闪 刘毅
湖南郴州永兴县多名家长发现，自家孩子发育迟缓，头骨突出，酷似“大
头娃娃”，经诊断为佝偻病。 这些孩子都吃过一种叫倍氨敏的
“
奶粉”，家长称
是当地一家母婴店导购推荐的。 涉事产品生产方表示，产品没有质量问题。
涉事店面则称以官方调查结果为准。
昨日，楚天都市报记者从永兴县获悉，目前当地已组织专班，正在开展调查。 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也对此事高度重视， 责成湖南省市场监管部门对涉事商家进行彻查，依
法从严从重处罚，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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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宝宝买的奶粉竟是固体饮料

5月11日，湖南电视台《经
视大调查》报道称，郴州永兴
县多名家长发现自家宝宝的
身上出现了湿疹，而且体重偏
低，发育迟缓，头骨突出，畸形
酷似“大头娃娃”，还有时会不
停拍自己的头。 医生检查发
现：这些孩子普遍存在维生素
D缺乏、 发育迟缓等症状，并
依此诊断为佝偻病。
佝偻病是一种以骨骼病变
为特征的全身、慢性、营养性疾

2

病， 是由于体内维生素D不足，
引起钙、磷代谢紊乱。家里给宝
宝们吃的都是最好的，怎么可能
得了营养不良的病？ 这些家长
最后发现， 他们都曾经给宝宝
吃过一种名叫倍氨敏的
“
奶粉”。
家长们说，他们的孩子都
有牛奶过敏 （即乳糖不耐受）
的症状。因此，医生建议他们
使用氨基酸奶粉，于是他们在
当地的爱婴坊母婴店，买了导
购员推荐的这款倍氨敏产品。

在购买过程中，有的家长看到
罐装盒上写着“蛋白固体饮
料”几个字，向导购员提出过
质疑。当时导购员解释，这是
牛奶的另外一个简称。
一次偶然的机会，这些家
长才从医生那里得知：这个叫
倍氨敏无乳糖深度水解蛋白
二合一的配方粉，实际上并不
是奶粉，而是一款蛋白固体饮
料。可是有的孩子已经连续喝
了两年之久。

涉事店面称以官方调查为准

昨日，楚天都市报记者向
永兴县爱婴坊连锁母婴店核
实此事。 该店相关负责人说，
此事并非网上报道的那样，这
款产品是合格的，厂商已经把
检测报告送交给食药监管部
门和市场监管部门。 其次，在
门店销售过程中，从未把它当
做奶粉、配方奶粉或者特异奶
粉去销售，但现实情况是一部

分孩子对普通奶粉过敏。“倍
氨敏”产品是营养品，可以供
这部分孩子搭配食用。投诉的
消费者给婴儿吃过一罐奶粉，
但吃不惯， 又换回了倍氨敏。
在没有检测报告的情况下，消
费者说产品有问题，孩子吃了
有问题，找门店索赔。
此前，门店与消费者已在
市场监管部门调解过三四次，

将以官方调查结论为准。
楚天都市报记者通过天
眼查查询发现，永兴县爱婴坊
母婴店的法人代表是廖某军，
其名下还开了另外4家母婴用
品店，都在永兴县内。其名下
另外一家店， 曾在2016年7
月，因未按规定提交年度报告
信息而被当地工商部门列入
企业经营异常名录。

涉事“
奶粉”
一名家长抱着孩子十分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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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称， 当地记者到这家母
婴坊咨询时， 该店仍坚称这是一
款特殊的奶粉。 但当得知有孩子
因为使用这个奶粉住院后， 店长
却改口了。
5月13日，楚天都市报记者看
到，“倍氨敏” 的外包装上产品名
称为：倍氨敏蛋白固体饮料。配料
中包含植物脂肪粉、 固体玉米糖
浆、深度水解乳清蛋白粉、食用葡
萄糖、营养强化剂、维生素等。
记者致电涉事产品“倍氨敏”
的生产方湖南唯乐可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客服人员介绍，“倍氨敏”
产品已于去年年中停产， 产品质
量没有问题，只是一款普通食品，
大人小孩均可以食用。 对于母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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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颈腰椎专家坐镇江城
不开刀巧治颈腰椎
全国骨科颈腰椎疼痛学会专家“支援武汉健康大会诊”活动已开展一周，近
百位颈腰椎患者已有所好转，活动时间仅剩一周，颈腰椎患者赶紧来约！
预约热线：027-85855236
腰痛 20 年直不起来
一针 30 分钟解决
婆婆 20 年前得了腰椎间
盘突出，严重时，腰痛得直不
起来，怕开刀风险大，就用牵
引、按摩、膏药等方法，却没多
大效果。 来院后，专家张主任
给婆婆制定了三联精微修复
疗法的方案， 治疗 30 分钟顺
利完成，稍事休息已可下床走
动，疼痛消失。
在随访中发现婆婆可正
常行走， 无任何复发情况，她
高兴地说：“多亏了张主任，我
的腰板现在很舒坦，想干啥就
干啥。 ”
专家微创治疗
免去一场开刀之苦
49 岁大叔深受腰椎间盘
突出折磨， 跑了多个地方，却
始终没好。 日前，大叔来院正
好遇到国内颈腰椎疼痛学会
专家坐诊，吴主任采用三联精
微修复治疗， 仅用 30 分钟成

功完成，腰痛腿麻症状消失。
随访中，大叔能自由上下
楼梯，还能骑车买菜，他高兴
地说：“回家后，我按照张主任
的建议每天坚持康复锻炼，现
在我的腰不痛了，走路也稳健
了，已经回单位上班了。 ”
腿麻得走不了路
这次终于找对地方
33 岁的先生腰椎间盘突
出较严重， 这 3 年始终不见
好，在家人陪同下找到了专家
姚主任。 检查发现 L45 腰椎间
盘突出，腰椎不稳，存在严重
神经压迫症状。 诊疗后专家制
定了综合治疗方案， 治疗第 2
天就可下床行走，疼痛症状消
失。
回访中看到， 先生腰不
痛、腿不麻，已正常上班，健康
评估脊柱稳定， 神经压迫解
除，总体状况较理想。 先生高
兴地说：“感谢姚主任治好了
我的病， 我的腰又直起来了，
又能正常走路了。 ”

活动通知：
全国骨科颈腰椎疼痛学
会响应政府号召“支援武汉
健康大会诊” 活动在武汉广
爱医院颈腰椎疼痛治疗中心
举行。 气温正在逐渐升高，现
在就是治疗颈腰椎疾病的大
好时机， 来自全国的骨科颈
腰椎专家齐聚江城， 对老颈
腰椎患者可谓“喜从天降”。
中心巨资引进德国进口椎间
孔镜、低温等离子、核磁共振
等先进医疗设备， 特邀多位
颈腰椎专家亲诊， 采用三联
精微修复疗法，一根 0.6 毫米
针直达靶向病灶， 专治颈腰
椎疾病，不开刀，痛感轻，一
针见效，随治随走。 治疗时间
短， 一般患者还没感觉到疼
痛，治疗就已经结束了。 活动
期间， 提前预约可享受免专
家 挂 号 费 （原 价 100 元 /
人）、颈腰椎磁共振检查特价
200 元， 活动时间 5 月 6 日
至 5 月 22 日 ， 预 约 电 话 ：
027-85855236

生产方称涉事产品去年已停产

当地组织专班开展调查

13日， 楚天都市报记者从永
兴县委宣传部了解到， 当地有关
部门12日 晚 已 召 开 专 题 会 议 研
究，组织专班开展调查。
据悉， 涉事方永兴县爱婴坊
母婴店， 从湖南唯乐可健康产业
有限公司先后购进“倍氨敏”法国
进口深度水解乳清蛋白 （蛋白固
体饮料）47件，2019年10月前全部
售出。 当有家长来咨询对牛奶过
敏的宝宝吃什么奶粉时， 推销人
员就推荐这款“倍氨敏”蛋白固体
饮料产品。目前，已有5名家长向
永兴县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永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
人介绍，目前永兴县已成立由永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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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的销售行为不清楚。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陈先生告
诉记者，“倍氨敏”部分原料进口，
是常规食品， 不属于特殊医学用
途产品，质量合格，标签合规，均
有第三方检测报告。此外，包装上
标明了产品是固体饮料， 符合法
律法规， 并没有夸大宣传。 他介
绍， 小孩的喂养需要均衡全面营
养， 需婴幼儿配方奶粉+辅食，多
种维生素矿物质等， 不同年龄阶
段补充不同营养。
为何去年年中停产该产品？
陈先生介绍， 因为他们发现个别
导购销售存在问题。 作为企业难
以把控到这么微观的销售， 一线
导购也非该公司员工。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卫健局等相
关职能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对爱
婴坊母婴店依法依规进行全面调
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同时，该县对购买食用“倍氨
敏”蛋白固体饮料的婴幼儿，安排
县人民医院进行免费体检， 对有
症状的婴幼儿进行临床医学诊断
治疗， 并邀请营养专家指导辅助
性治疗。 永兴县还启动了为期一
个月的食品安全特别是婴幼儿食
品安全专项整治， 严厉打击质量
不合格、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
郴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人士
告诉楚天都市报记者，该局正在调
查此事，相关进展将及时对外公布。

特殊膳食不能随意食用

中国医师协会营养医师专业
委员会常务委员、 湖北省营养学
会常务理事蔡红琳介绍， 牛奶是
自然产品， 蛋白质虽然只有 3%，
但却含有多种营养素，如脂肪、碳
水化合物、维生素、微量元素等。
蛋白固体饮料是一种加工食品，
蛋白质含量在 20%以上， 看起来
高， 但其他营养成分几乎没有。
“蛋白固体饮料适用于蛋白质缺
乏人群，成人和儿童也有区别，是
特殊膳食的一种， 必须在医生或
临床营养师的指导下食用。 如果
超量食用， 可能会增加人体肝肾
的负担。 ”

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朱
虹认为， 商家若将蛋白固体饮料
当奶粉销售， 涉嫌虚假宣传， 应
当退一赔三。 该产品生产商在外
包装上标示“蛋白固体饮料” 字
样， 生产商是否构成生产、 销售
伪劣产品罪， 也需要继续深入调
查； 而销售“奶粉” 的母婴店，
也可能具有以假充真的行为， 若
达到了一定的销售金额， 则涉嫌
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 如果销
售商家构成刑事犯罪， 应尽快由
公安机关介入调查， 被害人也可
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要求获得
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