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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企业看真相，安全食品放心享

欢迎您搭乘“健康食品直通车”

近日，在沈阳举办的
2011秋季全国糖酒会上，
作为中国玉米油第一品牌
的长寿花玉米油，以良好
的品牌形象，完美的产品
质量，加上周密的部署筹
备，在此次糖酒会上大放
光彩，广受追捧和好评。

此次展会，山东三星
集团作为中国专业的玉米
油生产企业，携长寿花金
胚玉米油及新推出的多款
新品盛装亮相。在糖酒会
两天时间里，近千位经销
商不间断地来到长寿花展

厅咨询洽谈，众多市民也
来到展厅前咨询购买，长
寿花系列产品成为消费者
心中的价值之选。

据介绍，本次参展的
产品除了长寿花金胚玉米
油、葵花籽油、橄榄油等
经典传统油品外，还展出
了长寿花金胚至尊玉米
油、DHA玉米油、共轭亚
油酸玉米油，植物甾醇保
健 玉 米 油 ( 国 食 健 字
G20100707)等多款功能性
玉米油新品。

格行业资讯食品安全

牵动消费者的心

食品安全涉及千家万
户，关系百姓健康，特别是
近年来损害消费者健康的食
品安全事件不断出现，导致
消费者对食品消费出现忧
虑，严重影响和阻碍了食品
行业的发展，食品安全也因
此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本报举办“健康食品直
通车”活动的消息刚一发出
就引起了广大消费者的积极
关注，数百位读者打进热线
参与活动。同时许多热心读
者还就食品行业存在的问题
展开了讨论，其中广大消费
者最关心的还是食品的健康
和安全问题。

济南的秦女士来电反
映，目前食品添加剂问题让
人十分担心。“食用油、肉
蛋奶、面食点心、饮料饮品
等等，哪一种食品的添加剂
没有问题。有的超标，有的
乱添加，实在让我们心惊胆
战。”秦女士表示，希望以
后各方面都能加强对食品添
加剂知识的普及，并严格控
制食品添加剂使用，为老百
姓健康负责。

济宁的李女士则反映，
自己中秋节购买的永盛斋烤
牛肉，根本吃不出一点牛肉
味，还有一股说不出的怪
味，怀疑是乱七八糟的劣质
肉做成，全家人都不爱吃，
只好扔掉。“现在很多肉制
品都是这样，号称是纯肉制
成，含肉量多少多少，但实
际却根本达不到，里边到底
是什么成分也无人知晓。”
李女士表示，家里人现在都
很排斥食用成品肉制品，宁
愿自己买肉做着吃。

针对广大读者反映的问
题，本报将展开深入报道，

在开展“健康食品直通车”
活动的同时，加强监督报
道，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同时我们也希望广大读者能
够积极参与活动，共同探讨
有关食品健康方面的问题。

“直通车”

带消费者走进企业

为满足消费者和食品企
业的要求，让消费者对食品
企业更放心，树立品牌食品
企业的良好形象，从11月起
本报推出“健康食品直通
车”活动，将定期征集消费
者代表走进肉制品、奶制
品、食用油等相关食品企业
的生产基地和加工车间，面
对面了解安全食品的生产工
程，零距离感受品牌企业的
责任意识。同时，本报记者
将根据体验者的实际反馈意
见及对企业负责人的采访，
将活动现场情况以及企业的
真实情况，通过“企业探
访”、“老总专访”等形式

在齐鲁晚报进行全面报道，
向广大消费者展示产品选
材、加工、生产的过程，推
荐安全放心的品牌产品和企
业。

业内专家表示，“直通
车”活动有效结合了食品行
业资源和媒体资源，打造了
一个企业与消费者交流互动
的活动平台。对于消费者而
言，直通车活动可以让他们
近距离接触食品企业，对食
品行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可以有效改善食品消费选
择；对于食品企业来说，直
通车活动是食品安全品牌的
重要展示窗口，有助于提升
自己品牌和企业的公众形
象；对于食品行业来说，借
助该活动的公信力和影响
力，可以有效改善食品消费
市场，促进食品行业的发
展。

读者团购优惠

同时进行

为了让更多消费者体验
品牌企业的健康食品，除了
每期征集部分消费者代表参
与现场活动外，本报还将针
对部分优质安全食品推出
“读者团购优惠活动”，凡
在团购范围的产品都将按照
优惠价格让利于广大读者。
同时，主办方要求，参与团
购的产品必须为正规品牌，
所售产品经过权威部门检验
合格，为健康放心的食品，
同时有固定的售卖场所或专
柜。

目前，已有多家肉制
品、食用油和乳制品食品企
业表示愿意参与“直通车”
和团购活动。本报将积极推
动活动开展，并持续接受消
费者和相关企业报名参与。
欢迎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
0531-85196381(周一至周五，
每日9时至17时)，或发送电
子 邮 件 到 ： j k d k 1 2 0 @
163 .com，我们的工作人员会
及时和您联系。

(本报记者)

为促进食品行业健康发展，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健康、透明的消费环境，本报
策划推出了“健康食品直通车”活动。活动自10月25日发出征集消息后，引起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短短一周时间里，数百位热心读者拨打热线表
示愿意参与活动，不少读者还就食品安全、消费维权等话题展开了讨论，反映了
食品行业存在的诸多问题。与此同时，不少食品厂家也表示愿意积极参与活动，
以开放的态度加强与消费者的互动和交流，并欢迎消费者走进企业实地考察。

“长寿花”闪耀秋季糖酒会

日前，北京市工商局通
报郑州思念食品有限公司生
产的“思念”水饺被检出金
黄色葡萄球菌。消息一出，
虽然各地超市紧急下架问题
水饺，思念食品也向消费者
公开致歉，但其依旧被推上
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究其原
由，只因该公司副总经理贾
国飚在致歉时辩称，按照新
的即将生效的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被检出问题的水饺中
的金葡菌含量是达标的。他
还透露，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就要降低了。

何谓“金黄色葡萄球
菌”？据医学专家介绍，此
乃一种溶血性致病菌，容易
引起化脓感染、肺炎，甚至
败血症。按照现行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该类菌在食品安
检中为不得检出物质。那
么，含有金葡菌的思念水饺

怎么会符合“新国标”呢？
原来，卫生部今年9月6

日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速冻面米制品”征求意见
稿中，“生制品的微生物限
量”规定，在每克生制品中
检出的金葡菌含量只要在
1000-10000个之间都为合
格。而食品安全专家董金狮
近日也表态称，“老国标”
的“不得检出”，只因检测
仪器、方法有限，在一定量
之内检不出而已。“新国
标”的“从无到有”，是告
诉大众食物中允许存在多少
金葡菌数，因此不用谈菌色
变。

话虽这么说，民众却不
见得能接受，因为，在历经
苏丹红、孔雀绿、三聚氰
胺、皮革奶等轮番折磨后，
食品安全问题接连爆发，难
免令人战战兢兢。这次也不

例外，哪怕“思念”水饺、
食品安全专家“出面”，含
有金葡菌的水饺毕竟是被现
行食品安全国标“拦在门
外”的。试问，在仍处于征
求意见阶段的“新国标”生
效前，难道企业生产不应按
照老标准执行吗？

而且，企业拿着“新国
标”为问题食品做“挡箭
牌”，也该引起“新国标”
制定者的反思。“新国标”
为何要越调越低，监管者应
该做的是通过强化监管来提
高产品质量，而非通过降低
标准使问题食品“合格”。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
为先”，要保障百姓餐桌安
全，离不开日常监管，更需
从源头杜绝食品安全隐患。
尤其近年来国内食品安全问
题频出，监管部门本应制定
更高的标准，提出更严的要

求，全力扭转食品安全危
机。但目前，时代在进步，
国家标准却在退步，国内食
品安全标准不仅比国际标准
低，且有进一步降低的趋
势，这究竟是在保护谁的利
益？既然现状如此令人“看
不懂”，百姓自然不可能一
百个放心地把食品吃进肚
里，其结果不仅损害百姓身
体健康，也会损害正常的食
品企业生产。

为了让食品安全步上正
轨，为了行业长远健康发
展，寄望制度的制定者和监
管者们能站在消费者的立场
上，严格立法、执法。通过
降低标准来“迁就”那些不
为民众健康负责的企业的做
法该刹车了。

(傅烨珉)

继今年8月中旬被检
出甘草杏存在二氧化硫、
甜蜜素超标问题，近日，
在北京市食品安全监管部
门的一次抽检中，天津尚
佳味食品厂生产的甘草杏
再次“榜上有名”，二氧
化硫超标的问题依然存
在。昨天，记者走访了天
津多家超市，并未发现尚
佳味食品厂生产的产品。
该厂负责人表示，产品通

过订货方式直接销往外
地，二氧化硫超标应是原
料处理工艺存在问题，目
前已引进新原料。

据食品专家介绍，二
氧化硫超标是果脯蜜饯
类食品的“通病”。二氧化
硫用在食品中主要起漂
白作用。食用二氧化硫超
标的食品，可能引起胃肠
道反应，如恶心、呕吐等。

（据《城市快报》）

格曝光台

“尚佳味”甘草杏再次二氧化硫超标

降食品标准还是强监管力度？

双汇发展日前发布的
公告显示，根据生产线经
营需要，对经营范围进行
调整，在屠宰加工方面增
加 了 食 用 动 物 油 脂 ( 猪
油)，生产加工销售方面则
增加了调味料、食品添加
剂和复配食品添加剂。

对此，双汇集团有关
负责人表示，此举是出于
食品安全方面的考虑，这
些新业务双汇此前也有所
涉及，只是这次调整后，
会加大投入和发展。在
“瘦肉精”事件后，公司

对添加剂高度重视，双汇
产品加工过程中的工艺和
配方都是自主研发的，添
加的调味料也都是市场上
买不到的。

分析人士认为，双汇
此举除了安全方面的考
虑，也存在控制成本方面
的原因，猪油属于猪肉加
工的附属品，此举可以减
少浪费，同时也可以创
收；而调味料和食品添加
剂也是肉制品深加工不可
缺少的辅料，控制这部分
也可以节省开支。

双汇涉足食品添加剂及调味料

格一家之言

滨州张女士反映，中
秋节期间朋友送了一箱
“孙树强红烧酱猪蹄”。
10月7日，张女士打开其
中一袋，瘪瘪的已经变
软。张女士发现这袋“瘪
瘪的”酱猪蹄已经完全变
质，臭汤水里泡着几根骨
头，臭气熏天。

记者看到，张女士家
的这箱“孙树强红烧酱猪
蹄”一共有六袋，都是真
空包装，生产日期是2011
年的8月28日，保质期8个

月。但在没有过期的情况
下，一箱子猪蹄却坏了两
袋。当着记者的面，张女
士撕开了另外一袋“变软
和”的猪蹄，一股恶臭从
袋子里散发出来，如张女
士所说，这袋酱猪蹄没有
肉，只有一些臭臭的浓汤
和几块小骨头。该公司办
公室一名姓宋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可以拿着坏了
的猪蹄到当地的连锁店退
货。

(据齐鲁网)

真空包装猪蹄保质期内变臭骨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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