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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谭谟晓、张建

　　原本青翠的山
体大面积裸露、伤痕
累累，几十米深的矿

坑犹如大自然的一个巨大伤口，堆场长期超范围、超总量堆
放废石……
　　“新华视点”记者近期跟随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督察吉林省发现，地处长白山腹地的白山市对矿山开采
管控不力，通化钢铁集团板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5 个矿区
生态破坏问题突出，生态修复严重滞后。

  矿区长期露天开采，废石堆存量高达

3320 万吨

　　雨后的板石矿业矿区，道路坑洼泥泞，不时穿梭的卡
车，将废石随意倾倒在矿坑周围。放眼望去，一些山体几乎
一点植被都没有，黑乎乎一片；一些山体周边废石废渣倾泻
而下，触目惊心。这与板石矿业宣传的“绿色矿山”形象大相
径庭。
　　白山市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中国十大生态屏障之
一，矿产资源富集，最大矿山位于浑江区，矿权归属板石矿
业，设有 5 个矿区，分别为井下矿、李家堡矿、露天矿、上青
矿和东沟矿。
　　然而，就是这个集多个荣誉称号于一身、自称“被社会
广泛认可”的矿业公司，多数露天矿坑却已经存在数十年，
有的废石堆场长期超范围、超总量堆放废石，对当地生态环
境造成严重破坏。
　　督察人员介绍，5 个矿区长期露天开采，形成 13 个露
天矿坑和 12 个大型废石堆场，山体裸露面积高达 317.6 公
顷。其中，李家堡矿问题最为突出，该矿占用林地 61.6 公
顷，58.6 公顷未依法办理征占用手续，占比高达 95.1%。目
前，李家堡矿、东沟矿正在履行闭矿手续，其余矿区仍在进
行开采。
　　白山市林业局解释称，部分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巡查
巡护不到位，发现报告不及时，最终导致大面积林地遭受
破坏。
　　不仅如此，板石矿业固体废弃物历史遗存量多，并随着
生产的进行越积越多。截至目前，13 个露天矿坑无一完成
修复治理，12 个大型废石堆场无一按照要求有效利用，废
石堆存量高达 3320 万吨；尾矿库堆存尾矿超过 5000 万
吨，库容即将消耗殆尽。
　　专家认为，废石长期超量堆放，尾矿不及时处理，不仅
严重污染水土资源，还容易诱发地质灾害风险，导致边坡失

稳、地面塌陷、泥石流等，威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修复流于形式，监管责任“空转”

　　记者采访了解到，板石矿业生态破坏问题久治不愈，很
大程度上在于当地有关部门监管不严不实，责任落实明显
不到位，生态修复流于形式。
　　督察发现，围绕板石矿业矿区生态修复，《白山市矿产
资源总体规划（2008 — 2015 年）》规划了土地复垦、废石
场地质环境恢复等 2 个治理项目，但截至目前均未实施。

《白山市矿产资源规划（2016 — 2020 年）》确定的 7 个重
点治理区、8 个重点项目中，完全未提及板石矿业所属的 5
个矿区。
　　 2018 年至 2019 年，板石矿业 5 个矿区相继制定地
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但没有详细的年度修复计
划。督察人员表示，主要修复工作大部分未开展，已开展

的个别工作也不到位。上青矿区应于 2019 年完成采坑边
坡修饰，至今未实施；露天矿区至今未按要求清理外运
废石。
　　铁证面前，白山市自然资源局竟然向督察组出具情况
说明，称“5 家矿山基本执行治理方案，实施边开采、边治
理”，与事实明显不符。
　　同时，针对板石矿业生态破坏问题，白山市及相关部门
仅停留在发文督促，实际跟踪督办严重缺位。2019 年 10
月，白山市获批成为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基地后，围绕
板石矿业谋划了 7 个重点项目，但截至目前均未开工，相
关部门没有进行有效监管，反而将滞后原因归结于投资
过大。
　　督察人员表示，10 多年来，白山市虽然查到了李家堡
矿违法占用林地问题，但查处范围仅涉及其中的 7 公顷。
直到 2021 年 5 月吉林省纪委监委明确提出要求后，白山
市才组织彻查。“白山市只是落实上级要求查处了李家堡矿

违法占地问题，对近在咫尺的其余 4 个矿区没有组织认
真排查。”
　　白山市自然资源局承认，对企业执行矿山用地管理、
环境恢复治理工作监督、管理力度不够，后力不足，缺乏
持续跟进，未能与林业、应急、环保等部门进行主动沟通，
未能形成监管合力。

审核有关申请把关不严，甚至有意“放水”

　　长白山是重要生态屏障，白山市地处长白山腹地，加
快绿色转型发展是必然选择。但为何生态破坏情况屡禁
不止，生态修复久拖不决？
　　督察组认为，白山市、浑江区对长白山腹地保护的极
端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没有把矿山修复摆在应有位置，对
毁林开矿等破坏生态环境行为查处不力。有关部门不担
当、不碰硬，监督检查缺位，督促指导不力，问题一拖
再拖。
　　“白山市不仅未有效履行监管责任，还在矿区生态修
复严重不到位的情况下，向上级有关部门出具不实审核
意见。”督察人员说。
　　 2019 年 7 月，白山市自然资源部门向上级主管部
门报送绿色矿山遴选名单，称井下矿、上青矿符合绿色
矿山申请条件。但督察发现，《板石矿业公司上青矿绿
色矿山建设评价指标》中，矿容矿貌、矿区绿化、资源综
合利用、节能减排等多项指标得分与实际情况出入
较大。
　　在板石矿业申请变更上青矿矿权的操作上，白山
市有关部门也出现了有意“放水”的情况。国家有关部
门出台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明确要求，未按照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治理的，责令限期
改正，整改不到位的，不受理其申请采矿权许可证延
续、变更。
　　 2020 年 8 月，板石矿业提出上青矿矿权变更申请。
2020 年 10 月，白山市自然资源局浑江分局出具核查意
见，称该矿“履行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等相关
义务”，但实际落实上与方案规定的有关措施有较大
差距。
　　 2020 年 11 月，白山市自然资源局未经认真核实，
即认可浑江分局核查意见，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送，审核
把关不严。
　　当前，白山市矿区生态破坏问题依旧突出，生态修复
已是刻不容缓。专家表示，有关部门和地方要真正扛起监
管和治理的政治责任，高质量编制矿山环境修复治理方
案，加快修复进程，及时排除安全隐患，让满目疮痍的山
体重披绿装。       新华社长春 9月 28日电

长白山腹地多处矿区满目疮痍，生态修复为何久拖不决？

  这是 9 月 22 日拍摄的吉林省白山市通化钢铁集团板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矿区。    新华社记者张建摄

聚焦中央环保督察

截图为部分商家对“抗幽牙膏”的宣传。  受访者供图

“抗幽牙膏”防胃癌？别被无良商家忽悠了
本报记者刘智强、吴思

　　被称为胃中“幽灵”的幽门螺旋杆菌(HP)，是全球范围
内高感染率的慢性感染性致病菌。据了解，我国成人幽门螺
旋杆菌感染率超过 50%。
　　“‘齿’刻开始，全家无‘幽’；发明金奖，专利配方；一次见
效，永不口臭……”近年来，“抗幽牙膏”依靠杀灭幽门螺旋杆
菌的噱头，通过大量广告宣传、用凝胶或抑菌膏来充当牙膏等
手段，在各大电商平台和市面上热销。权威专家指出，幽门螺
旋杆菌定植在胃中，靠牙膏防治并不靠谱。

热销“抗幽牙膏”不靠谱

　　近年来，不少号称杀幽神器、口臭克星、预防胃癌的“抗
幽牙膏”，在各大电商平台和市面上热销。
　　来自贵阳的管女士因胃不舒服在医院检查确诊感染幽
门螺旋杆菌，她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当时，她在网络上
搜索“幽门螺旋杆菌”关键词，了解相关知识的同时，看到了
不少关于“抗幽牙膏”的广告和销售链接，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一次性网购了 4 支名为“必幽停”的“抗幽牙膏”，花费
将近 400 元。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 HP 牙膏发现，各式各样的“抗幽
牙膏”名目繁多，比如幽螺莎星、幽螺沙鑫、必幽停、净幽灵
等，其中不少显示月销售上万单，价格也比普通牙膏贵上一
大截。
　　记者随机点开一家销售“抗幽牙膏”的电商店铺，客服
表示：“店内的这款‘抗幽牙膏’可以有效去除幽门螺旋杆
菌，改善口臭口疮，防治胃癌等，正品保证，假一赔十。”
　　“抗幽牙膏”真的这么神奇吗？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
长庚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蒋绚表示，首先，幽门螺旋杆
菌在人体内主要定植在胃内，以往有在口腔检出幽门螺旋
杆菌的报道，但口腔不是幽门螺旋杆菌的主要定植部位。
而牙膏作用于口腔，即使有抑制或杀灭作用，也不能对胃
内的幽门螺旋杆菌发挥作用。其次，口臭问题和幽门螺旋
杆菌感染的关系并不明确。关系更明确的有龋齿、口腔卫
生、鼻部问题，此外，胃部疾病如胃排空障碍或消化不良等
也可引起口臭。针对不同病因进行相应治疗，如治疗龋齿
和牙周疾病，使用牙线清理食物嵌塞，加强日常刷牙等口
腔护理。
　　今年 7 月底，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部门主办的“科学
辟谣平台”刊文《用“幽门螺旋杆菌牙膏”能杀死 HP ？想得
有点美》。文章指出，幽门螺旋杆菌是公认的慢性活动性胃
炎的致病菌，主要定植于胃黏膜层。患有 HP 的人，口腔中
的幽门螺旋杆菌检出率也较高，且主要存在于牙菌斑中，特
别是对同时有慢性胃病的患者，取其牙菌斑培养，HP 阳性
率高达 80% 以上。HP 牙膏仅能作用于口腔中的 HP，对胃
部的 HP 基本起不到杀菌效果。目前也尚无研究表明，用某
种牙膏每天刷牙就可以治愈 HP。
　　记者注意到，热销的“抗幽牙膏”基本都标注其加入的
特殊成分能够“杀幽”，比如有的成分包含乳铁蛋白、乳清

蛋白、溶菌酶等。对此，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口腔中心教授
冯云枝告诉记者，这些都是有抗菌抑菌作用的药物，但要
说完全杀灭某种细菌并不恰当。有的“抗幽”牙膏列出的成
分包含甘草、板蓝根、连翘。蒋绚指出，这些都是清热解毒
的中药，可能确实能改善口腔环境，但无法杀灭幽门螺旋
杆菌。
　　据了解，我国成人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率超过 50% 。这
也让不少商家嗅到了“商机”，打起了“擦边球”。蒋绚说，事
实上，目前针对幽门螺旋杆菌治疗需要抑酸剂、铋剂、抗生
素等多种药物联合，治疗半个月才可能有不错的治疗效果。
因此，单靠牙膏来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犹如隔靴搔痒，
并不靠谱。

逃避监管“忽悠”消费者

　　记者梳理发现，“抗幽牙膏”之所以能够热销，除了部分
群众对幽门螺旋杆菌了解有限外，更多可归咎于有些商家变着
花样的“忽悠”。
　　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打开一款名为“云南本草”的“抗幽
牙膏”链接，其详情介绍中写道：“‘幽’患重重，不容忽视，你
是否经常恶心干呕、胃胀胃痛、口腔发炎？一人传染，全家遭
殃，都是幽门螺旋杆菌在作怪！”
　　此外，一款名为“HP 口腔抑菌膏”的介绍中写着“幽门
螺旋杆菌是导致胃癌的罪魁祸首。”更有部分“抗幽牙膏”在
广告中写着“90% 的口臭是由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

　　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HP 牙膏”可以看到，像以上这
样制造口腔焦虑的宣传非常普遍，致使部分群众谈“幽”
色变。
　　目前，卫生部门执行的卫生行业标准《牙膏功效评价》
仅包含 3 方面：防龋，抑制牙菌斑和减轻牙龈炎症，以及抗
牙本质敏感。对照来看，一些“抗幽牙膏”声称杀灭幽门螺旋
杆菌、消除口臭、防治胃癌等宣传明显超出牙膏功效评价的
范畴。
  2020 年 11 月 13 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牙膏
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到，牙膏命名涉及功效宣称
内容的，该产品应当具有与命名内容相符的实际功效；牙膏
标签不得标注明示或暗示具有医疗作用的内容、虚假或者
引人误解的内容等。
　　除了制造口腔焦虑，部分商家还意图改头换面以逃避
监管。记者以订购“抗幽牙膏”为由与河南金匮草本药业有
限公司取得联系，记者在该企业业务员提供的产品照片上
看到，其生产的“抗幽牙膏”盒上写的是“幽螺沙鑫冷敷凝
胶”。
　　据业务员透露，过去公司申请的是“械字号”，商标上印
的是“凝胶”字样，但今年被叫停了。业务员向记者表示：“如
果需要订购‘抗幽牙膏’，公司可以尽快申请‘消字号’，在商
标上写口腔抑菌膏。”记者了解到，为规避风险，目前该企业
不再生产自家品牌的“抗幽牙膏”，但接受商家订货，并允诺
帮助申请“消字号”和设计牙膏包装。
　　针对记者追问其生产的“抗幽牙膏”成分，业务员一再

回避，但在交谈时她说，其实是没有“抗幽”作用的，而且
国家也不允许这么说。
　　为了逃避监管，有的“抗幽牙膏”包装上写的是“械字
号”凝胶，有的写的是“消字号”抑菌膏。事实上，“消字号”
是指经地方卫生部门审核批准的卫生批号，不具备任何
疗效，属于卫生消毒范畴；“械字号”是指医疗器械备案字
号，械字号产品是风险程度低，实行国家常规管理可以保
证其安全、有效的医疗器械。而牙膏一般来说都是申请的

“妆字号”。
　　还有部分商家拉虎皮当大旗。在记者查看的“幽螺莎
星 HP 牙膏”的外包装上，有醒目的标注“抗口腔幽门螺
旋杆菌中药牙膏国家发明专利 ZL201410168022.9”“发
明创业奖金奖”“试验报告”，以及“符合国家产品标准
GB/T8372-2017”，但始终未见《功效型牙膏》标准 GB/
T2966-2014 标注。记者经过调查发现，电商平台及市面
上的大部分“抗幽牙膏”存在打着专利、金奖等旗号“忽
悠”消费者的情况。
　　对此，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
长陈音江表示，企业获得“抗口腔幽门螺旋杆菌牙膏”专
利，并不代表其一定具备量产抗口腔幽门螺旋杆菌牙膏
的能力，更不能证明其生产的牙膏一定具有抗口腔幽门
螺旋杆菌功效。上述商家提供的“试验报告”只能证明其
开展过抗口腔 HP 护理用品方面的研究。但其产品是否
采用了该试验成果，或者说采用了该成果后是否达到相
关效果，则又是另外一回事。

加强科普教育 消除监管盲区

　　“‘抗幽牙膏’之所以能有市场，源于普通民众对幽
门螺旋杆菌的了解有限，甚至部分还存在错误认识。”蒋
绚表示，应加强有关幽门螺旋杆菌的科普宣传和教育，
提醒大家理性就医、科学消费，避免盲从盲信。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市场监管部
门、网信部门等要形成联动机制，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尽
可能消除监管盲区。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不法生产和经
营行为“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将其列入“黑
名单”，营造风清气正、诚实信用、公平公正的市场
环境。
　　甘肃神舟律师事务所律师彭澎说，有关部门需全面
加强牙膏广告的监测监管，加强互联网经营户的行政指
导，督促指导广告经营和发布行业建立健全广告业务的
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制度；严查虚假违法广告案件，
依法从严从重查处涉及消费者健康的虚假违法广告。此
外，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去年发布《牙膏监督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应尽快将办法推出，并督促各级各地方
严格落实执行。
　　陈音江表示，除了监管部门对类似涉嫌虚假宣传或
误导消费者的行为要加大监管力度，消费者遇到权益受
损问题也要依法维权，不让不法商家抱有任何侥幸
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