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槟榔致癌，是明确之事。

其一，槟榔是一种具有特殊味道的物

质，其中含有槟榔特异性亚硝胺、槟榔鞣

制、生物碱、丁香性多酚、活性氧化剂等多

种化学物质，而且这些物质与相关代谢产

物均有明确的遗传毒性和细胞毒性，有些

可直接致癌。

槟榔中所含的槟榔碱（归属生物碱）已

占到干槟榔净重的1%，而以槟榔碱为代表

的生物碱会促进上皮细胞凋亡，从而增加

炎症的发生风险，同时还会干扰胶原蛋白

等细胞外基质大分子的沉淀和降解过程，

以化学作用对口腔造成破坏。

其二，槟榔是一种“嚼起来很扎嘴的物

质”，这是由于其中含有的槟榔纤维尤为粗

糙，咀嚼的过程中必然会损伤口腔黏膜和

牙齿，从而就会导致口腔黏膜下纤维化以

及口腔白斑，此乃“槟榔的物理性破坏”，看

似普通，但长期咀嚼就会存在恶变的高危

险性。

随着咀嚼槟榔的次数增加，口腔当中

的损伤处必然会久而不愈，随之就会形成

口腔局部的慢性损伤，增强口腔黏膜细胞

脱落的频率，诱发慢性炎症、细胞增加以及

更加严重的口腔癌。

一为化学性破坏，二为物理性损伤，两

者相遇，整个致癌过程就会变得比较隐蔽；

当然，多种机理相遇，吃槟榔的时间越长、

次数越多，对于口腔的损伤必然会越大，患

口腔癌等疾病的风险必然会更高。

况且，不仅仅是口腔癌，嚼食槟榔还会

增加舌癌、食道癌、咽喉癌、肝癌等癌症的

患病风险；另外还有相关证据表明，“有咀

嚼槟榔习惯的人患心脑血管疾病、肥胖、二

型糖尿病、胃炎、慢性肾病、肝硬化等疾病

的风险更高”。

正因为危害如此之大，所以从源头上

禁止售卖是保障消费者身体健康的根本

法则。

针对消费者，想给出以下消费建议：首

先，槟榔是世界公认的一类致癌物，食用后

会增加多种癌症的发生风险，而癌症会诱

发死亡；对于槟榔，能不吃就不建议大家触

碰，“以身试险”实为不理智行为。

其次，槟榔乃上瘾之物，倘若已经对槟

榔成瘾，需尽早戒掉，能少吃就少吃。

最后，食物多样，营养均衡，推荐各位

在生活中多吃新鲜蔬果、坚果等新鲜、健康

的食材，用营养佳食代替槟榔，养成良好的

饮食习惯。

千亿槟榔产业，走到悬崖边

3产经
责编方彬楠 实习编辑张晗 美编代小杰 责校李爽 电话：64101880kuaijiaogao@163.com

北京商报2022.9.21

多地下架

在槟榔爱好者的圈子里流传着一句话：

“槟榔配酒，越喝越有，槟榔加烟，法力无边。”

这句话形象地道出了食用槟榔所具有的蛊惑

感。但随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争议，槟榔显

然有了跌落神坛的架势。

据第一财经消息，对于近期“浙江义乌要

求商家下架槟榔”的传闻，义乌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食品监管科相关人士表示：“我们没有接到

在全市下架槟榔的说法，而是要把槟榔当作‘槟

榔制品’来销售，不得按照食品来销售。且要分

区域售卖，槟榔不能跟食品混在一起售卖。”

尽管不是明令禁止的下架，但传递出的

信号已经不言而喻，而这种严监管的态势也

已经出现在了义乌之外的多个地方。

9月19日，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发布消息称，近日，营山县市场监

管局组织全县槟榔代理商和经销商进行了

集体约谈。会议要求，各经营户不得销售食

品包装和标签标识的槟榔及槟榔制品；对食

品经营场所销售槟榔及槟榔制品的，立即联

系食品经营单位下架，如有违法行为，将依

法查处。

此外，成都新津市场监管局花桥市场监

管所也于近期开展了槟榔制品专项清查行

动。据悉，花桥市场监管所共检查便利店、超

市等食品经营单位10家，发现有6家食品经营

户销售槟榔的情况，已责令其立即下架。

槟榔是一种可以嚼的果实，含有槟榔碱、

麻黄素等物质，吃了能使人兴奋，长期食用容

易产生依赖性，易成瘾。有资料显示，槟榔含有

槟榔碱，易灼伤口腔黏膜，长期嚼食，容易导致

口腔黏膜发生纤维性病变，有患口腔癌风险。

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将槟榔列为一

级致癌物。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转载发布致癌物清单，槟榔果也被列为

一类致癌物。

“吃过后感觉缺氧、窒息、喘不过气来，但

是晚上加班打瞌睡时嚼一颗槟榔，马上头脑

就清醒了。”在社交媒体上，类似的讨论数不

胜数。有槟榔爱好者也对北京商报记者讲述，

过去一天两包地吃，现在一天就两口，“会上

瘾，但是也能忍得住，毕竟我怕死”。

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

蓬对北京商报记者分析称，近期多地的动作

预示着中国槟榔行业进入了一个整治阶段，

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地方政府对槟榔采取更严

厉的政策，也就是说槟榔作为一个具有成瘾

性、致癌率比较高的产品，整个销售的行为会

受到很大制约。

“慢性毒药”还是地方特色？

槟榔是一种棕榈科植物，原产于马来西

亚，目前在我国云南、海南等热带地区均有种

植。即便因致癌性与成瘾性槟榔一度被称之为

“慢性毒药”，但围绕着槟榔却还是逐渐衍生出

了诸多的经济价值。据悉，海南主要是槟榔的

产地，而湖南则主要负责加工并形成消费区，

目前槟榔已经成为湖南当地的支柱产业。

一位湖南市民向北京商报记者描述称：

“在湖南，有便利店的地方就有槟榔。”据他描

述，湖南的便利店就像是北京的早餐店，每隔

几百米就有一家。在他的印象里，海南主要是

吃“原汁原味”的，“劲儿没有那么大”，而湖南

通常是有加工的。

湖南省槟榔食品行业协会统计的数据显

示，目前湖南省槟榔食品生产企业主要位于

湘潭、益阳、长沙三地，带动相关产业超过500

亿元。槟榔产业蓬勃发展，带动了全国27000

余家从事生产、加工、销售槟榔的企业，形成

了以口味王、胖哥等品牌为首的槟榔产业链。

而《海南日报》提及的一组数据则显示，

截至2019年底，海南省槟榔种植面积达178万

亩，并推算，2020年全年槟榔总产值可实现

146.8亿元。槟榔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海南省仅

次于橡胶的第二大农作物，也是湖南槟榔产

业的原料供应基地。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中国人民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提到，外界对于

槟榔产业和地方经济之间的复杂猜测是有一

定道理的。因为槟榔产业是上述地区的重要

产业，在一些县市甚至是支柱产业。在经济、

就业和财政利益的驱使下，一些地方政府部

门对槟榔产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将其

打造为当地明星产业。

去年，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此前在其

官网发布《对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第1247

号建议的答复》中表示，为确保槟榔产业的发

展，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将着力推动相关立法，

争取出台省政府规章，明确设立槟榔制品生

产的省级行政许可，同时争取通过地方立法

确定槟榔“地方特色产品”的定位。不过此后

因该答复引起热议，不久后便已无法检索到

该信息。

槟榔企业的理想与现实

围绕着槟榔的争议，其中的企业是不可

或缺的一环。槟榔行业龙头口味王集团曾在

2018年表示，下一个十年要将口味王发展成

为千亿企业，走向世界。2014年，口味王率先

推出高端槟榔品牌“和成天下”，一袋几十上

百元，上市六年卖出8亿包。

李先生在几年前做过和成天下的生意。

据他介绍，和成天下是湖南的牌子，也是湖南

的销售冠军。和成天下有一个细密的销售网，

通常在每一个区或者说是每个街道都有一个

销售代表，商品包装上会印有对应的销售区，

一旦商品出现跨区销售，被举报后就会面临

巨额罚款。

“每个区都有代理商，他们再招业务员，

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李先生称，他们当初是走

量的，一小包能赚3-4元，别人在他那里拿货每

次最少都能到100包以上。而这些人再将槟榔

销售给消费者，那么每包还能再赚7-8元。“槟

榔的利润还是挺高的，比烟草要高。”

第三方机构的数据显示，2016-2020年我

国槟榔年市场需求量均在10万吨以上，预计

到2025年，中国槟榔产业的产值将超过1000

亿元。在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利润诱惑下，企业

往往就会选择槟榔推销的花式打法。

比如“口味王”曾连续三年登上湖南卫视

春节联欢晚会，2020年，槟榔品牌“湘潭铺子”

又赞助综艺节目《德云斗笑社》，宣称“有枸杞

更好一点，听相声更乐一点”。“问道食品”还

曾推出一款石斛槟榔，表示“将中药石斛融入

槟榔中，使消费者在享用槟榔口感的同时，还

能够起到保证身体健康的作用”。

事实上，早在2020年，最新版的《食品生

产许可分类目录》便取消了“食用槟榔”的类

别，这意味着槟榔作为食品的生产许可和监

管便缺乏了依据。2021年9月，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更是印发《关于停止利用广播电视和网

络视听节目宣传推销槟榔及其制品的通知》，

要求停止利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宣传

推销槟榔及其制品。

马亮表示，当前槟榔产业监管仍然是分

散的碎片化状态，缺乏全国统筹协调，相关部

门的监管力量也不够。应采取类似于卷烟、电

子烟等成瘾产品的监管模式，对槟榔产销进

行全链条监管，减轻其对大众的危害。不过他

也提到，槟榔偶尔消费是允许的，不过量不会

导致危害，所以不能一刀切，否则也可能使地

下经济死灰复燃，更加难以管控。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杨月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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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近7个月，金种子酒与华润集团的

合作有了新动静。9月20日，北京商报记者

获悉，华润集团表示将以优势渠道加持金

种子酒。在华润集团旗下华润万家渠道优

势加持下，金种子酒走出安徽似乎指日可

待。然而，记者梳理徽酒酒企上半年财报数

据发现，金种子酒是徽酒“四巨头”中唯一亏

损的企业。业内人士指出，华润集团虽能够

对金种子酒实现品牌和渠道赋能，但白酒和

啤酒的渠道有一定差异，且华润集团的连锁

商业渠道对白酒而言并非主战场，究竟能为

金种子酒提供多少加成仍需商榷。

白酒间的竞争愈发胶着，华润集团的

宣告为金种子酒的发展按下“加速键”。9月

20日，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华润集团宣布

将用华润的管理理念、管理经验快速赋能

金种子酒，借助华润遍布全国的优势渠道

加持金种子酒，推动金种子酒快速成长。

关于华润集团将以何种形式渠道赋能

金种子酒等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向金种子

酒发送采访提纲。截至发稿，对方尚未予以

回应。

对于金种子酒而言，华润集团的渠道

优势可谓相当明显。据了解，华润集团旗下

有在全国范围内拥有4000多家门店的华润

万家商超。此外，方正证券在华润啤酒研究

报告指出，华润啤酒拥有高密度经销网络，

渠道覆盖面广，在多个省份市占率超60%，

因此具备一定渠道优势。

随着华润集团官宣渠道加持金种子

酒，金种子酒借华润集团渠道“起飞”似乎

也近在咫尺。

广科咨询首席策略师沈萌指出，华润

集团的渠道是全国性的，金种子酒通过华

润集团的渠道可以触及全国市场需求。不

过，金种子酒在触及需求与满足需求之间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虽然华润集团以渠道加持的形式进行

助力，但从安徽走向全国市场，金种子酒仍

面临着内忧外患。

从行业来看，白酒行业竞争激烈，古井

贡酒、口子窖、迎驾贡酒与金种子酒这四家

徽酒巨头间的竞争不可小觑。纵观半年报

数据不难发现，虽被并称为“四巨头”，但金

种子酒已然落后另外三家酒企。

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古井贡酒、

口子窖、迎驾贡酒与金种子酒分别实现营

收90.02亿元、22.97亿元、25.30亿元、6.02亿

元。与其他三家上市徽酒酒企相比，金种子

酒上半年营收尚未迈过10亿元门槛。

据平安证券研报数据，以安徽白酒市

场规模计算，金种子酒所占省内市场份额

1.8%，远低于古井贡酒21.8%、口子窖9.6%

和迎驾贡酒6.1%所占市场份额。

此外，省内酒企间激烈竞争的同时，省

外白酒还在抢占徽酒本就竞争激烈的市场

空间。

沈萌指出，所谓华润集团渠道加持，就

是将金种子酒导入到华润集团体系内的酒

类销售渠道。这一举措可以扩大金种子酒

对消费者的触及范围，但是有了渠道也不

能保证可以转化为业绩，仍然需要金种子

酒在品质和营销等方面取得突出的成效，

否则消费者也不会买单。

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在徽酒四巨头

中，金种子酒却是唯一亏损的酒企。数据显

示，金种子酒上半年净利润亏损5508.02万

元。不仅如此，金种子酒的净利润亏损已经

持续了多个季度。

业绩失意，金种子酒在线上的销售数

据也并不乐观。北京商报记者登录金种子

酒天猫官方旗舰店———种子旗舰店注意

到，店内销量最高的产品为售价14.95元/瓶

的42度柔和中国梦（175ml）产品，月销量

200+。而同为徽酒的古井贡酒旗舰店内，销

量千笔以上的产品却不在少数。记者还

注意到，旗舰店内，超1/3产品价格不足

百元，低价白酒占了金种子酒产品结构

的大头。

“金种子酒目前还存在品质口碑不足、

品牌形象模糊、对消费者缺少需求黏性等

问题。”沈萌进一步指出。

北京酒类流通行业协会秘书长程万松

指出，华润集团与金种子酒渠道共享属于

正常操作。但白酒的渠道策略和啤酒有所

不同，白酒有着较长的种草期，对品鉴会

等形式的依赖程度比较高。所以，渠道共

享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金种子酒想要提

振业绩，需要经过专业、精准、细致、持续的

深耕。 北京商报记者赵述评王傲

华润渠道加持带得动金种子酒吗

“一包里面大概有20-30颗槟榔，他每天能嚼两

三包，基本上从早到晚就没停过。”讲起身边朋友的例

子，湖南的樊女士忍不住一声叹息，他的朋友还不到

30岁，如今已经确诊了口腔癌。

樊女士也听说了近期浙江义乌要求商家下架槟

榔的消息。面对传闻，9月20日，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食品监管科相关人士回应媒体称，是要把槟榔当作

“槟榔制品”来销售，不得按照食品来销售。与此同时，

四川多地也已经明确禁止食品店销售槟榔。

随着强监管信号的释放，野蛮生长的槟榔产业受

到各方关注。专家建议，应采取类似于卷烟、电子烟等

成瘾产品的监管模式，对槟榔产销进行全链条监管。

国家高级食品检验师王思露：

槟榔有致癌风险

能不吃就不建议触碰

·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