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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酒企纷纷推出以“健康”为卖
点的酒类产品。更有企业宣称自己品牌
的白酒中含有抗癌物质。那么“健康白
酒”是否真的有益健康？饮酒究竟是好处
多还是坏处多？民间流传的“大酒伤身，
小酌怡情”的相关说法又是否具有科学依
据呢？经济日报记者就公众关注的这些
问题采访了相关专家。

饮酒伤身有目共睹

酒精本身就是公认的人类致癌
物。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算，全球
每死亡25人就有1人与饮酒有关

“白酒的主要成分是酒精和水，而酒
精对于肝脏的损伤有目共睹，酒精本身就
是公认的人类致癌物。尽管部分酒类产
品宣称含有一些对健康有利的成分，但也
远不足以抵消酒精带来的危害，因此所谓
的‘健康白酒’是不存在的。”科信食品与
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食品安全博士
钟凯介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算，全
球每死亡25人就有1人与饮酒有关，已经
有足够多的流行病学证据表明饮酒不利
健康。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指出，高度酒
所含能量很高，白酒基本上是纯能量食
物，不含其他营养素。无节制的饮酒，会
导致食欲下降，食物摄入量减少，对人体
造成多种损害。“酒精可以造成化学性肝
损伤，初期通常表现为脂肪肝，进而可发
展成酒精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和肝
癌。严重酗酒时，可导致广泛肝细胞坏
死，甚至肝功能衰竭。”钟凯说。此前有研
究表明，酒精的消耗量与肝癌的死亡率呈
正相关，饮混合酒或烈性酒的危险度分别
是不饮酒的7.41倍和6.5倍。

“在国家及行业的相关标准中，并没
有‘健康白酒’的说法。目前，部分厂家宣
称‘健康白酒’喝了有益健康，却并没有科
学实验依据，消费者应谨慎对待。”瞭望智

库食品行业研究员王先知告诉记者。此
前，某企业曾宣称自己生产的白酒中含有
具有抗癌作用的物质——地衣素，让消费
者误以为该品牌白酒具有抗癌功效，值得
格外关注。事实上，白酒中发现活性物质
并不奇怪，随便取一些野草化验，也可以
发现很多种活性成分。然而，要对人体健
康产生功效，对相关成分提出量也有要
求。众所周知，白酒中所含物质大部分是
酒精，相比酒精来说，微量的活性成分并
不能起到对人体的保健作用，因此，饮酒
一定是坏处更多。

记者了解到，现有健康白酒虽然都打
着“健康”的旗号，但所宣称的功能实际效
果如何，目前尚无确切数据能予以证明。
此外，还有白酒企业称，其健康酒的制造
方法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但业内人士
指出，专利审查的仅是通过专利人提供的
实验数据和基本材料，以及审查技术方案
本身的实用性、创造性和新颖性，并没有
能力对产品的效果和功能进行审查。根
据相关报道，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等科研机构曾通过
长达数年的动物实验和临床实验证明，某
品牌酒具有明显的辅助降血脂、降血糖和
降血压的保健功能。但迄今为止，相关实
验数据并未对外公布。

适量饮酒需谨慎

国外学者分析显示，除了适量饮
用普通酒可能有利于心血管健康外，
即使每天喝25克的小剂量酒精，也会
导致多种疾病发病风险明显增加

那么，坊间流传的“大酒伤身，小
酌怡情”，认为适量饮酒会有益健康，这
种说法靠谱吗？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介
绍，适量饮酒有益健康的说法大致起源
于 1991 年。在美国的一个电视节目中，
有人提出了一个“法国悖论”——法国
人的饮食、运动等生活方式并没有那么
健康，他们的心血管发病率却不高。节
目中给了一个解释：法国人喝葡萄酒比
较多，葡萄酒可能有利于心血管健康。
但值得指出的是，这是“适当饮酒”唯
一能够降低的疾病发生率。

2004年，意大利学者发表了一项荟
萃分析，汇总了过去30多年中发表的喝
酒与诱发肿瘤等14种疾病，以及身体受
损情况的流行病学调查。分析显示，在
其他疾病中，即使每天喝25克的小剂量
酒精，也会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病风险明
显增加。比如，口腔癌和咽癌的风险增
加 82%，食道癌增加 39%，喉癌增加
43%，乳腺癌增加 25%，原发性高血压
增加 43%，肝硬化增加 1.9 倍……此外，
结肠癌、直肠癌、肝癌等发病风险也有
小幅增加。如果饮酒量更多的话，那
么，患这些疾病的风险将大大增加。

“任何食物对于健康的影响都不是单
一的，经常会出现‘按下葫芦又起瓢’
的情况。就饮酒而言，即使是适量饮
酒，也会增加暴力事件、溺水、摔倒以
及车祸等事故的风险，并可能增加某些
癌症发病率的风险。在包括怀孕在内的
许多情况下，人们完全不应该饮酒。”云
无心认为，这项荟萃研究提供给我们两
点很重要的信息：第一，饮酒对于健康
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应该仅仅考虑对

于心血管疾病的影响——虽然酒类营销
很喜欢这样宣传；第二，在饮酒对于诱
发癌症风险的影响中，并没有研究发现

“安全阈值”的存在——也就是说，只要
喝了，就会增加风险。

健康化发展值得肯定

企业除了应做好“内功”，还应
充分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建立诚
信健康的市场营销环境

“辅助降三高，减少肝损伤”“每天
喝一两，相当于每天吃海参”……记者
在市场上看到，目前，各种“健康白
酒”的宣传仍然语出惊人。针对健康白
酒的这种营销方式，白酒营销专家肖竹
青认为，根据我国相关规定，只有保健
食品才允许使用涉及功效的宣传。然
而，健康白酒并非保健品，仍属于普通
食品，因而不能宣称具有保健功能及疾
病预防功能。因此，健康白酒的功效宣
传实际上违背了相关法律。“白酒的健康
化发展方向值得肯定，但打着‘健康’
旗号去忽悠消费者的这种做法是不对
的。”肖竹青说。

“顺应健康化发展的方向，企业应在
严把酿造原料、选用有机原料、建立原
料可追溯体系和进行工艺创新等方面下
足功夫，同时还应充分尊重消费者的知
情权，建立诚信健康的市场环境。”肖竹
青认为，随着监管制度的逐步建立和我
国法治环境的改善，企业犯错误的成本
将会越来越高，白酒靠“健康”忽悠消
费者的时代终将会一去不复返。

不久前，某企业宣称其生产的白酒中含有具备抗癌作用的物质，引发公众关注——

“健康白酒”真的有益健康吗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吴佳佳

白酒是我国特有的一种蒸

馏酒，由淀粉或糖质原料发酵后

经蒸馏而得。《中国居民膳食指

南》中指出，高度酒所含能量很

高，白酒基本上是纯能量食物，

不含其他营养素。无节制的饮

酒，会对人体造成多种损害。然

而，仍有酒企推出以“健康”为卖

点的酒类产品，值得关注

全球气候变暖，你感受到了吗？随着
全球气温逐年攀升，由气候变暖引发的风
雹、干旱、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事件愈加
频繁，全球各地都面临严峻的气候影响。
气候变化不仅威胁到经济可持续发展，也
严重影响着人类的生产生活。

日前，中国气象局发布2018年《中国
气候变化蓝皮书》。《蓝皮书》指出，气候系
统的综合观测和多项关键指标表明：全球
变暖趋势仍在持续。2017年，全球表面平
均 温 度 比 1981 年 至 2010 年 平 均 值

（14.3℃）高出 0.46℃，比工业化前水平
（1850年至1900年平均值）高出约1.1℃，
成为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第二暖年
份，也是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
非厄尔尼诺年份。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巢清尘表示，中
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
区。1901 年至 2017 年，中国地表年平均
气温呈显著上升趋势，近 20 年是 20 世纪
初以来的最暖时期。1951 年至 2017 年，

中国地表年平均气温平均每 10 年升高
0.24℃，升温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并
且，区域间差异明显，北方增温速率明显大
于南方地区，西部地区大于东部，青藏地区
增温速率最大。2017年，中国属于异常偏
暖年份，地表年平均气温接近20世纪初以
来的最高值。

综观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已成定局。
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最新发布的评估报告认为，人类活动原
因极有可能是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气候
变暖的主要因子。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
了全球气候变暖呢？

“气候变暖是一个大科学问题，一般可
分为自然和人为因素两大类。自然原因包

括太阳、火山等活动变化，以及气候系统内
部变化，譬如厄尔尼诺事件等；人为原因则
是人类燃烧化石原料以及毁林等活动，引
起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和气溶胶变
化，所有这些复杂因素构成了气候变化的
主要原因。”国家气候中心气候变化首席预
报员孙颖说。

值得关注的是，1961年至2017年，中
国极端强降水事件呈增多趋势，极端低温
事件显著减少，北方沙尘天数明显呈减少
趋势；中国气候风险总体呈升高趋势，且阶
段性变化较为明显：20世纪70年代和80
年代气候风险低，90年代初以来气候风险
高，登陆中国台风的平均强度明显增强。
2017年，我国高温风险高，雨涝风险一般，

台风风险较低，干旱和低温冰冻风险低，全
国综合气候风险指数为5.0，属一般等级。

刚刚过去的冬天还让大家记忆犹新，
天气在极冷、极暖中“任性”切换，无时不在
考验人们的忍受力。明明在寒潮天气里被
冻得瑟瑟发抖，为何数据却显示极端低温
事件减少了呢？

“就人体感知而言，在变暖背景下，一
次极端冷事件将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譬
如去年的寒潮，若要把它放在历史同期相
比较，强度和频率其实都比往年要弱。”孙
颖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在全球变暖的背景
下，不论是气候模式还是观测结果都能清
楚看到极端暖事件的增加、冷事件的减少，
但这并不意味着冷事件不会出现，只是它
的发生强度和频率有所减少。

可以显见，由气候变暖引发的暴雨、高
温、干旱等各种极端天气事件正在增多。
2017 年，我国暴雨洪涝灾害比较突出，年
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偏多 1.8%；就在不久
前，北京刚刚结束145天无有效降水天数
的历史最长纪录。今年3月，全国共有38
个气象观测站点发生极端连续无降水天数
事件……

孙颖介绍，对于气温来说，随着温室气
体的增加，由温室效应导致的整个平均气
温发生向暖状态偏移，这种情况下会出现
极端暖事件的增加。同时，在极端强降水
方面，主要由水汽增加引起，受环流影响很
少，这其中的成因机理仍需要做更多研
究。而从气候模式预示来看，未来我国降
水的整体趋势还会增加。

2018年《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发布——

气候变暖为何越走越“极端”
本报记者 郭静原

《蓝皮书》指出，气候系统
的综合观测和多项关键指标表
明：全球变暖趋势仍在持续。
已经显见的是，由气候变暖引
发的暴雨、高温、干旱等各种极
端天气事件正在增多

上市券商 2017 年年报披露业已进入高峰期。
截至4月8日，已有17家券商发布2017年年报，其
中包括广发证券、国泰君安、兴业证券、方正证券等
大中型券商。经济日报记者采访的多家券商业内人
士表示，虽然传统经纪业务业绩下滑明显，但金融科
技助力券商业绩上扬成了券商年报的一大亮点。

2017年，我国证券市场呈震荡态势。据沪深交
易所统计，全年市场股票基金交易额 244.54 万亿
元，较2016年下降11.76%。“目前来看，券商在证券
交易、产品销售、期货交易等传统经纪业务层面业绩
下浮较大。不过，金融科技已成为时下金融行业最
热门词汇之一，不管是传统金融机构还是互联网金
融公司，都在积极拥抱金融科技，券商行业也不例
外。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金融科技，正成为
券商业绩上扬的推动力之一。”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
经济学院副教授张永冀表示。

科技金融持续领航，助力大中型券商营收、净利
润增长。举例来说，广发证券实现营业收入215.76
亿元，较2016年增长4.16%；兴业证券2017年实现
营业收入 88.19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85亿元，同比增幅分别为16.21%、11.66%……

广发证券相关负责人表示，2017年广发证券持
续重视在科技金融方面的投入，一方面积极扩充金
融科技研发团队，崇尚工程师文化；另一方面，加大
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平台化、客户终端等方面的自
主研发和技术创新的力度，先后上线了大数据云服
务平台、微服务平台、机器人投资顾问平台等完全自
主研发的科技金融平台，还通过合作研发上线了行
业内首家基于大数据的全链路量化交易云平台，为
科技金融方向的后续发展打下基础；此外，还完成

“智慧广发”智能化应用战略支撑平台的设立，并发
布了“智能客服”“智能语音助手”“精准资讯”等多项
智能化应用。

兴业证券相关负责人介绍，2017年，该公司“兴
业证券自主开发平台及组件库”和“兴业证券云技术
应用实践”两个项目分别获得云鹰奖中的最高成就
奖和优秀奖，标志着公司在云计算等IT互联网领域
的领先水平得到行业认可。尤其是“自主开发平台
及组件库”项目极大提升了公司各系统建设效率，已
经在10余项系统开发上得到了广泛应用，有效推动
了公司创新业务的开展，也为提升行业信息化水平
提供了标杆示范。

“我们在金融科技方面不断发力，跨界引入一流
互联网团队，建立了互联网金融研究与工程院，全面
负责公司在金融科技方面的组织、开发及运营等相
关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方正证券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公司移动终端“小方”APP在极速行情数据、
智能交易体验、智能数据中心、智能客服体系、综合
资产配置等多元化业务领域快速升级进化，在海量
数据汇聚和智能算法的基础上持续提升智能化服务
能力。截至报告期末，客户移动端交易笔数占比达
到73.6%，“小方”APP月活跃用户同比增长39.6%，
移动化战略卓有成效。

金融科技助力券商

业绩上扬
本报记者 温济聪

本报讯 记者佘惠敏报道：日前《自然—通讯》
刊发论文，展示了一种可用于治疗关节炎的释药凝
胶，已在小鼠模型中起效。

炎症性关节炎患者的疾病活动性时高时低，高
的时候被称为疾病发作。传统药物治疗方法传递剂
量保持不变，无法应对和适应这些活动变化，因此在
疾病活动性的循环过程中，难以达到最优用量。

为此，来自美国布莱根妇女医院的研究人员研
发出一种响应发作的水凝胶，试图解决疾病活动性
和药物剂量之间的不匹配。在炎症性关节炎的细胞
和小鼠模型中，当凝胶接触到关节炎相关作用酶时，
随即分解。由于可装载不同的小分子，它可根据疾
病发作的严重程度释放相应量的药物。当凝胶装载
一种用于治疗关节炎的皮质类固醇时，可观察到关
节炎活动性降低。

研究者表示，响应性水凝胶是一种潜在的治疗
炎症性关节炎的有效方法。但他们也谨慎提出，需
要更多的研究来优化凝胶的成分，并有必要在拥有
与人类关节大小相似的大型动物上测试，之后才可
以考虑人类临床试验。研究者总结，这或许是设计
响应疾病活动性治疗方案的第一步。

响应性水凝胶——

关节炎迎来新疗法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乐高集团不久前宣布，
已经开始生产由植物基塑料制成的一系列乐高元
件，并将以多种形式呈现这些新型可持续性乐高植
物元件，包括树叶、灌木和树木。

乐高集团环境责任副总裁蒂姆·布鲁克斯表示，
“我们努力打造由可持续性材料制成的优质产品，预
计这些新型乐高元件将于今年上市，为孩子们提供
更为安全舒适的体验。到2030年，乐高集团将实现
核心产品和包装均采用可持续性材料制作”。

据介绍，新型可持续性乐高元件采用聚乙烯制
成。虽然原料取自甘蔗，但在技术层面上，它们与由
传统塑料制成的元件一致，可以满足消费者对高品
质乐高产品的期待。

“由于植物基聚乙烯与传统聚乙烯的性状相同，
儿童和家长们不会发现新元件在质量或外观方面有
何不同。”蒂姆·布鲁克斯表示。

原料取自甘蔗——

新型乐高积木将面世

气候变暖导致冰川融化，严重影响了北极熊的生存环境。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