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版
2013年11月18日 星期一2013年11月18日 星期一

综合新闻

在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附近的几家大
型超市，记者发现油类专柜的调和油产品
名目繁多，其外包装上一般都标出了配料，
却并未标注配料中各种油的比例含量。就
此问题，记者先后致电中国粮油学会油脂
分会和中粮集团厨房食品事业部，得到的
答复是，对于调和油成分比例的标注国家
没有强制性规定，企业的产品配比不方便
公开。国家粮油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原专家
阮玲告诉记者，企业不公开调和油成分配
比，主要原因在于目前食用调和油没有国
家标准，只有一个推荐性的行业标准 SB／
T10292-1998，这一标准将食用调和油按
产品质量分为 3 个等级：调和油、调和高级
烹调油、调和色拉油，但并未涉及具体的油
料配比和营养标识等问题。

由于成分配比不公开，调和油产品的
冠名和定价也存在种种乱象。记者留意到
一种名为“橄榄食用调和油”的产品，其配
料有菜籽油、大豆油、橄榄油、玉米油、葵花
籽油、亚麻籽油等，价格却是按橄榄油的标
准定价。业内人士表示，调和油冠名和定
价时通常遵循“就高不就低”的原则，配料
中哪种油贵就按哪种油冠名、定价；哪种油
便宜，就增加该种油的配比，这就造成了什
么油贵就标什么的乱象。记者了解到，根据国
家《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

的要求，食品中各种配料应按制造或加工
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在标签上一一排
列，加入量高的排前面。调和油也遵循这
一规则，从配料中各种油的位次，消费者能
够大概了解到各种油含量的多少，但对于
具体配比仍无从得知。

调和油产品乱象丛生，那么相关的国
家标准为何迟迟未出台？记者从中国粮油
学会油脂分会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食用
植物调和油》国家标准从 2005 年开始制
定，2008 年，征求意见稿完成，并提交全国
粮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审定。至今食用调
和油的国家标准“在制定中”，仍未见踪
影。阮玲表示，最主要的原因是相关技术
检测手段不足。“油混油，神仙愁”，各种油
类的主要成分都是甘油三酯，脂肪酸结构
组成差别不大，调和油一旦勾兑完成，通过
检测仪器只能分辨出是否含有特定油种，
具体比例很难检测，目前调和油配比多依
赖企业自己的标准及良心行为。

记者还了解到，食用调和油一般选用
大豆油、菜籽油等较便宜的油脂为主要原
料，有的还用棕榈油。东方艾格分析师常
桂先介绍说，调和油中是允许添加棕榈油
的，但必须注明。阮玲告诉记者，棕榈油是
一种常用的食用油脂，没有毒害作用。因
其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较高，长期不合理食

用会对人体造成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有
限，特别是与其他油脂及食物合理搭配是
不会造成危害的，对“棕榈油有害”的概念
不必过分炒作。

对于食用调和油中是否会混入转基因
油类的问题，卓创资讯分析师段连伟告诉
记者，近期转基因菜油“混入”国储库，
有检验工序方面的问题，也有个别油厂受
利益驱使的原因；国家有菜油的相关质量
标准，转基因菜油是无法进入国储库并进
一步扩散的。但目前国家并未规定调和油
中是不能添加转基因油类，只是若有添加
必须明确标示。段连伟还表示，农业部出
台的 《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 规
定，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应当醒目，但不
少生产商刻意把标注放在不显眼的位置；
生产商有责任把调和油成分标明，让消费
者有选择的权利。关于转基因食用油的争
议很多，要解决这些矛盾，出台相关国标
很关键。

消费者、专家、行业都呼吁食用调和油
国家标准加快出台，公布调和油的成分比
例，规范其冠名、定价等；此外，应对转基因
食品的管理加以规定，相关部门要尽快制
定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国家标准，填补对转
基因食品监管的“盲点”。这对保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规范企业竞争都有好处。

食用油到底按什么标准调和
本报记者 徐 达

日前，中储粮油脂有限公司推出

新款食用调和油，并公布了详细配方，

也同时揭开了调和油市场的诸多内

幕：市场上五花八门的花生调和油、橄

榄调和油等，冠名油种的占比不会超

过总油量的 10%；而其中加入的棕榈

油，长期食用易造成人体血清饱和脂

肪酸摄入过量，易引发心脑血管疾

病。对调和油成分配比的质疑声未

散，近日又有消息称有转基因菜籽油

流入国储。关于调和油的“疑云”，可

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魏文王问扁鹊：你们兄弟三人到底哪一个医术最
高明呢？扁鹊回答说，我大哥医术最高明，他在症病
未发之前就能铲除病因，使人保持健康肌体；我二哥
次之，他治病擅长在病情初发之时；而我治病往往要
在病人病入膏肓之时。我们深入推进反腐工作，也要
加大预防工作力度，像扁鹊的大哥那样治病于未发之
前⋯⋯”这是 2013 年 11 月 12 日下午的“扬子石化预防
职务犯罪宣讲会”现场。南京市检察院预防局宣讲团 4
名宣讲队员，正给扬子石化 100 多位中高层管理人员讲
预防犯罪知识。短短一个小时，既讲了法律知识，又讲了
生动的故事，发人深省，催人泪下。

在江苏南京，这样的宣讲会，每年要在 100个企业
举办 100场，宣讲会的“总导演”就是南京市检察院预
防局局长林志梅。

如果把打击职务犯罪的斗争比作治疗少数职务人
群中的“病人”，南京市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局局长
林志梅，无疑是一位预防职务犯罪的“上医”——从
1996 年调入南京市检察院预防部门开始，这位“全国
模范检察官”，带领着她的预防团队，用 17 年时间探
索出一系列预防职务犯罪的新机制、新方法，构筑了
具有南京特色的预防职务犯罪“人民防线”,为推动
南京反腐倡廉建设作出突出贡献。

林志梅开始调入预防局工作时，职务预防犯罪工作
在全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现成规章制度可循，职责内
容也不明确，是司法机构中的边缘部门。带着强烈使命
感且生性好强的林志梅偏要把这项抽象的、边缘化工作
落到实处，干出成绩。

林志梅注意到，当时金融系统的案件特别多，每年高
达 30 件左右，她就琢磨搞一个金融系统联席会议，通过
这项制度，加强金融系统防控体系建设。1997 年 2 月 26
日，由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共同
起草的《检察机关、金融部门联络员工作制度》发布。金
融系统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有效遏制了该系统案件的
高发势头。

此后，南京检察机关先后与省市教育部门、电力部
门、卫生部门等 19个行业系统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2006 年，经林志梅提议，南京市检察院启动“百
项重大建设工程”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南京市两级检察
机关每年对全市 100项重点工程开展职务犯罪预防，把
涉及政府投资的重大工程和民生工程项目纳入预防
范围。

职务犯罪又是社会问题，关起门来搞预防显然得不
到群众的了解、理解和支持。普及法律知识，随时随地敲
警钟是预防工作重中之重。

2001 年，在林志梅的主导下，南京市检察院举办了
金穗杯预防职务犯罪知识电视大赛。这次比赛历时两个
月，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南京历史上尚属首
次，也正式开启了南京社会化大预防之门。

林志梅并没有满足现有成绩，她要把预防职务犯
罪的普法宣传做得更细，更有针对性——组建南京市
预防职务犯罪宣讲团。这就有了“魏文王问扁鹊”的
宣讲教案。

2007 年起，宣讲团以“一年一行业、一年一百场”的
目标，深入南京市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驻宁高校
和基层社区，目前已宣讲 400 多场次，使 10 万多人接受
了警示教育，成为一支广受欢迎的队伍。

预防职务犯罪的“上医”
——记南京市职务犯罪预防局局长林志梅

本报记者 薛海燕 陈莹莹

本报北京 11 月 17 日讯 记者韩秉志报道：清华大
学在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该校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罗永章课题组在国际上首次发现热休克蛋白 90α
是一个全新的肿瘤标志物，自主研发的癌症定量检测试
剂盒已通过临床试验验证，并获准进入国内和欧盟
市场。

据介绍，肿瘤标志物是一类反映肿瘤存在的物
质，在肿瘤患者体内的含量，远远超过健康人群。标
志物的存在或变量，可以提示肿瘤的性质。现已成为
肿瘤诊断、治疗指导中的重要辅助手段。

罗永章表示，与其他肿瘤检测手段相比，利用肿
瘤标志物检测更加方便快捷，成本也大大降低。

我国自主研发癌症定量检测产品问世
已获准进入国内和欧盟市场

本报北京 11 月 17 日讯 记者杨忠阳报道：为大力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形成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
社会风尚，全国老龄办等多家单位今天在北京联合启动

“孝行天下”主题系列活动，活动主题为“孝敬父母，关爱
老人，促进和谐，温暖社会”。

据介绍，此次“孝行天下”主题系列活动包括“寻孝、
宣孝、行孝、展孝”四大板块。

全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在启动仪式上指出，作为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与首要文化精神，孝文化既要
保持其民族性，更要体现其时代性。要以科学理性的态
度，结合现代生活，对孝文化进行现代转化。

“孝行天下”主题系列活动由中国广播艺术团、全国
老龄办信息中心、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老年颐养专项基
金管理委员会、中国老年维权基金管理委员会联合主办。

“孝行天下”主题活动启动

（上接第一版）

“多年来，平凉市在三北工程建设中一
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发展造
林、治理水土流失不停步。如今，在中国黄
土层最厚、水土流失最严重的陇东平凉，生
产出了中国最好的苹果；在干旱少雨的丘
陵沟壑上造出了 508 万亩生态林，森林覆
盖率由 7.8%提高到 27.7%，水土流失面积
由 1478.94 万亩减少到 634.02 万亩，广大
干部群众用汗水浇绿了黄土地。”平凉市委
书记陈伟说。

平凉市的变化是三北地区实施防护林
工程的窗口。如今在我国西北、华北和东
北地区，当初漫漫黄沙、沟壑纵横已开始呈
现为绿色。

三北遍结生态果
三北工程堪称世界上最大的生态工

程。尤其是三北地区自然条件差、造林难
度大，工程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前所未
有。但在三北工程的带动下，沙区干部群
众用坚持不懈的顽强拼搏和无私奉献，谱
写了一曲曲感人的改善生态的壮歌。

甘肃省河西走廊五地市累计完成造林
保存面积 87.64 万公顷，41%的沙化土地得
到初步治理，在走廊北部长达 1600 公里的
风沙线上，建起了长达 1200 公里、面积约
30.7 万公顷的大型基干防风固沙林带，控
制流沙面积 20 多万公顷，堵住大小风沙口
470处，使 1400多个村庄免遭流沙侵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三北工程建设
中，完成造林 274 万公顷，在巩固绿洲的基
础上，不断拓展发展空间，绿洲面积由工程
建设前的 4 万多平方公里扩大到 7 万多平
方公里，扩大了四分之三。

依托三北防护林工程，防治水土流失
成 效 巨 大 。 重 点 治 理 的 黄 土 高 原 造 林
779.1 万公顷，新增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5
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减少 2 万多平

方公里，土壤侵蚀模数大幅度下降，年入黄
泥沙减少 4亿吨左右。

三北生态在逐步恢复。据全国野生动
植物调查结果表明，三北地区稳中有升的
陆生野生动物占 55.7%，其中野马、藏羚羊
等种群快速增加，189种国家重点保护的野
生植物，有 71%达到野外种群稳定标准。
甘肃省瓜州县通过工程建设，生态系统的
生物资源得到有效保护，荒漠区内生物种
数明显增加，绝迹多年的蒙古野驴又现身
影，岩羊、雪鸡种群数量明显增加。

沙区兴起绿色产业
在三北防护林工程区，还呈现出林果

飘香、林茂粮丰的喜人景象。苹果、红枣、
香梨、枸杞、板栗等一大批特色突出、布局

合理、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产业带建成，年
产干鲜果品 3600 万吨。营造薪炭林 92.7
万公顷，年产薪材 800 多万吨。营造灌木
饲料 500 多万公顷，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
丰富饲料来源。

三北工程筑起了保护良田的绿色屏
障。在东北、华北、黄河河套等平原农区，
以保障粮食生产安全为目标，营造了带片
网相结合、集中连片、规模宏大的区域性农
田 防 护 林 253 万 公 顷 ，有 效 庇 护 农 田
2248.6 万公顷。一些低产低质农田变成了
稳产高产田，昔日的荒沙荒滩变成了基本
农田，新增农田牧场 1534 万公顷，三北地
区的粮食单产由 1977 年的每亩 118 公斤，
提高到 2007 年的每亩 311 公斤，总产由
0.59 亿吨提高到 1.53 亿吨，粮食产量和农

田面积呈“双增”趋势。
在防护林建设带动下，区域经济发展

迅速。据统计，三北地区分布了以人造板、
家具制造、造纸等为主的木材加工企业
5248 个，安排就业人员 73.14 万人，产值
225亿元。

国家林业局三北工程有关负责人介
绍，三北工程共 8 期，现在实施到第五期，
新的建设任务空前繁重。2012 年，国家批
复了三北五期工程规划，工程建设范围由
四期工程的 600 个县（区）扩大到现在的
725个县（区）。根据五期规划，到 2020 年，
工程区需完成造林 1647.3 万公顷，森林覆
盖率提高 2.27个百分点。

这位负责人说，与前四期工程相比，三
北五期工程建设工程内容更加丰富。五期
工程将把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作为主要手
段，加大投入力度，创新体制机制，凝聚各
方力量，大力保护和扩大林草植被，努力走
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
明发展道路。

本版编辑 闫 静本版编辑 闫 静

本报北京 11 月 17 日讯 记者吴佳佳

报道:“单独两孩”政策的启动实施，将会带
来哪些变化？在实施过程中将会面临哪些
问题？11 月 17 日，在人口学界学习十八届
三中全会精神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指出，生育政策变化涉及不同群体
利益，需要进行新旧政策妥善衔接，做好相
关公共服务配套工作，避免新的社会矛盾，
保证政策有效落实。

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
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介绍，根据国
家卫生计生委前期开展的生育意愿调研，符
合生育新政的夫妇，大约 50%至 60%愿意
生育第二个孩子。人口学界经过多轮测算
认为，我国城乡一致放开“单独二胎”政策
后，特别是新政启动后 4 年至 5 年，会出现
生育堆积的释放，并在今后两三年，引发一
个小的生育高峰，但总和生育率最高不会超
过 2%，之后开始回落。

翟振武表示，“单独两孩”在全国不设统
一时间表，符合实际情况，可以减少人口数
量突升突降造成的资源紧张矛盾。

“人口政策的调整和变化，涉及不同的
群体，而在不同的群体之间，政策的影响是
不一样的，应将一些相关的社会系统工程做
到位。”西南财经大学人口所所长杨成钢认
为，短时间可能出现的“生育潮”，可能对生
育率较高城市特别是一些二线城市产生较
大影响。

“新政出台的一个阶段内，政府需要提
前根据当地实际及时做好人口出生预测、预
报，调整政策和增加社会资源配置。”南开大
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表示。

杨成钢认为，应引导育龄夫妇合理安排
生育计划，做好包括产科床位配备、人员储
备和培训等在内的相关配套工作，尽量减轻
在公共服务领域带来的压力。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封志明指出，
除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外，应尽快确
立国家人口战略目标，为未来 20 年至 30 年
做准备。

专家一致强调，不能简单把计划生育政
策理解为控制人口，而应理解为基于人口与
社会发展的综合概念。

人口专家认为——

实 施“ 单 独 两 孩 ”还 需 做 好 政 策 配 套

“绿色长城”护家园“绿色长城”护家园

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森林、湿

地、荒漠三个生态系统，覆盖了我国近2/3的

国土面积。建设和保护好这三大生态系统，

为实现中国梦创造良好生态、奠定生态基

础，林业担负着重大任务和神圣使命。

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

根本基础。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建设

和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效，局部生态明显改

善。但我国依然缺林少绿、生态脆弱，尤其

是自然生态系统退化严重、质量不高、功能

不强，生态状况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

要和人民群众的期盼。生态建设任务仍然

十分艰巨。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

来，我国持续加强生态建设和生态修复，相

继实施了三北防护林建设、天然林保护、退

耕还林、湿地保护恢复、京津风沙源治理、

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等一系

列生态修复工程，形成了国家生态修复工

程的主体和骨干，其覆盖范围之广、建设规

模之大、投资数额之巨，堪称世界之最。这

些工程实施以来，取得了巨大的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实施生态修复工程，既是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精神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保护

自然生态系统、营造良好生态环境的一个

重要途径。要完善政策措施，加大投入力

度，多方动员参与，科学组织实施生态修复

工程。通过自然保护修复和科学的保护、

建设、管理，不断扩大森林、湿地面积，推进

荒漠化石漠化治理，保护和丰富生物多样

性，全面提升自然生态系统的质量和功能，

促进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增强生态产品生

产能力，为人民群众营造天蓝、地绿、水净

的美好家园。

要牢固树立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守

住生态红线这一底线。国家生态红线是维

护国家生态安全、保障人民基本生态需求

的底线。只有加大生态修复和保护力度，

尽快扭转生态系统退化、生态状况恶化的

趋势，我国才能达到生态安全线以上，实现

生态环境良好的目标。要坚决打击和严厉

制止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加大保护力度，避

免生态破坏。

要深入实施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

展战略，以建设生态文明为总目标，以改善

生态改善民生为总任务，加快发展现代林

业，全面提升生态林业民生林业发展水平，

努力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推动我国

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为“ 美 丽 中 国 ”添 彩
本报评论员

各持己见 蒋跃新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