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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食

打造安全盘中餐在行动
本报记者 吉蕾蕾

阅 读 提 示
“舌尖上的安全”关乎每个
人的健康。近年来，在“源头严
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的监管
措施下，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体系
不断完善，
“三小”
（即小作坊、小
餐饮、小摊贩）纳入监管范围、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
法》出台、婴幼儿配方乳粉“批批
检、月月抽”……食品安全形势
总体稳中向好。然而，与人民群
众吃得健康、吃得放心的要求相
比，我国食品产业质量安全仍有
差距，一些潜在的食品安全风险
仍游离在监管之外，补足“短板”
和薄弱环节至关重要。
伊利公司的质检员正在婴幼儿奶粉的生产线上检查奶粉的外包装。

小作坊也纳入监管了

农历新年刚过，位
于山东省高青县花沟大
街上的韩在福馒头房门
口 一 片 繁 忙 。 上 午 11
点，前来买馒头的顾客
越聚越多。白帽、白大
褂、套袖、口罩，全副
武装的馒头房老板韩在
福和工人们忙不迭地照
顾着客户。
在当地人眼里，这
个 在 花 沟 街 上 有 着 20
多年历史的“老字号”
馒头房，这两年面貌焕
然一新。正在排队等候
买馒头的老客户赵孝新
告诉记者，以前的店面
和现在差不多大，但是
店里的环境卫生简直是
一 个 天 一 个 地 ，“ 特 别
是一到冬天，店里雾气
腾腾，站在店门口根本
看不清里面操作的样
子，也就是凭着信任一
直光顾着”。
记者发现，如今的
韩在福馒头房，整个店
铺被区分成销售区、制
作加工区、蒸制区。在
20 多 平 方 米 的 销 售 区
里，洁白的卫生瓷砖一
贴到顶，房顶用新材料扣板做成 30 度倾斜
角，满屋的蒸汽在棚顶遇冷凝结成水珠顺一
个方向滴落。“这是我花了三四万块钱对馒
头房提升改造的结果。”老板韩在福介绍
说，搅面机、压面机、馒头机都是新换的设
备，就连盛放馒头的容器也由原来的木板换
成了铝合金，“馒头房看着干净也能增加人
的食欲，春节前店里的馒头零售都不够卖，
大批量购买都得提前预订”
。
面向大街的馒头房销售区更显得高端大
气上档次，张贴在墙壁上的一个卡通脸谱也
十分惹人注目。“从 2015 年开始，我们对
‘三小’采取动态式评估，评出不合格、基
本合格、良好、优秀 4 个等级，分别以对应
的脸谱作为标识。”高青县食药局工会主席
王克军介绍说，如今，全县小作坊基本告别
脏乱差，地面铺瓷砖、设备不锈钢、严格功
能区分已成为全县各小作坊的“标配”
。
与小作坊一样，小餐饮的监管问题也一
直令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头疼。为了探索建立
小餐饮监管机制，四川省成都市提出了“档
口式小餐饮”的监管思路，让以前大量存在
又游离于监管之外的小餐饮找到了“娘
家”，将其纳入监管范围。
“‘档口式小餐饮’就是在美食广场里，
所有小餐饮店共用加工间、消毒间、就餐场
所等，每个小餐饮档口只负责制作和售
卖。”成都市锦江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刘晓
兵介绍说，整体上，每家小餐饮经营者均达
到颁发餐饮服务许可证的标准，成为食品安
全第一责任人；而承办者美食广场的物业则
成为第二责任人，同样颁发餐饮服务许可
证。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二者均要被
追责。
据国家食药监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全国各地以加强食品经营者培训为抓
手，不断提升其食品安全的管理能力，对
“三小”的监管得到加强，既落实了全覆盖
监管的要求，又帮助其改善经营条件，保障
了合法合规经营。此外，监管食品“三小”
的地方性法规也有望今年底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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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整治“黑心后厨”呼唤社会共治

如今，随着人民群众消费需求的日
益增长，外出就餐变得越来越普遍，餐
饮饭店的食品安全问题自然也成了老
百姓关注的热点。
前不久，记者跟随辽宁省盘锦市食
药监局严厉打击食品药品违法行为的
“天剑行动”第 13 检查组，来到了被随
机抽查到的盘锦兴隆台区香园饭店进
行执法检查。
检查组表明来意后，对饭店开始
了例行执法检查。在饭店后厨，一名
工作人员在清洗完猪排骨后，直接在
水池里接着清洗海鱼，这一动作引起
了检查组成员的注意。检查员关栋梁
随即跟饭店经理反映情况，一边在现
场检查记录本上写下“该店生熟食不
分且卫生条件较差，食材未按要求进
行摆放”，一边对饭店经理说：
“ 海鲜是
不能与其它肉类混合清洗的，必须有
专用的操作台、用具和容器，这样才能
避免细菌或寄生虫互相污染，保证食
品安全。现在给你们店下达整改通知

书，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整改，如果再
次检查发现类似问题，各项管理不达
标，将给予相应的处罚……”
最近在盘锦，收到类似整改通知
书的餐馆饭店并不在少数。
“‘天剑行
动’是盘锦市食药行业史上最严格的
执法行动，我们的工作原则是最严格
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辽宁省盘锦
市食药监局局长王永伟告诉记者，
“ 天 剑 行 动 ”从 2016 年 11 月份开始，
将持续到 2018 年 10 月 31 日，
“ 目的就
是通过为期两年高密度的整治，肃清
盘锦市食品行业乱象，提高监管人员
的素质和能力，防控食品药品安全风
险隐患”。
值得关注的是，近两年来，
“餐桌污
染”的队伍不断“壮大”，网络销售、网上
订餐等新业态的普及给监管也带来了
新的挑战。特别是 2016 年央视“3·15”
晚会曝光的“饿了么”网络订餐乱象，将
网络食品安全监管推到了风口浪尖。
面对频现的线下“苍蝇小馆”
“黑心

后厨”，国家食药监总局创新网络食品
安全监管举措，去年已与阿里巴巴、百
度等 6 家第三方平台签署食品安全协
作机制备忘录，部署北京、上海、广东 3
个重点地区开展网络订餐专项整治，一
批无证商户被查处。
北京市食药监部门公布的最近一
次对网络订餐平台监管的信息显示，饿
了么、百度外卖、美团三大订餐平台上
的 4409 家网上餐馆存在许可证未公
示、公示图片模糊不清、超范围经营凉
菜等问题，255 家线下无证餐饮店铺被
取缔。目前，三大订餐平台在北京地区
的 6.6 万家餐饮店铺许可证公示率已达
到 98%以上。
业内专家也提醒热衷网络订餐的
消费者，遇到餐馆没有张贴出食品经营
许可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许可证），或
看似有证照，就是看不清，或证照经营
范围没有写凉菜，却偷偷卖凉菜的，都
可以拨打 12331 向食药监部门举报，共
同监督维护
“舌尖上的安全”
。

婴 幼 儿 乳 粉“ 批 批 检 、月 月 抽 ”
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是食品
安全监管的重中之重。日前，国家食药
监总局网站公布了 2016 年 12 月对 237
批次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抽检结果。这也
是国家食药监总局为加强婴幼儿乳粉监
管，从每个季度抽样检验公布一次改成
“批批检、
月月抽”
的新常态。
在日前召开的 2016 年食品安全抽
检信息新闻发布会上，国家食药监总局
食品监管一司司长张靖表示，当前，我
国婴幼儿配方乳粉的质量安全水平总
体稳定向好，消费者对国产奶粉的消费
信心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国家食药监
总局监督抽检结果显示，2016 年婴幼
儿配方乳粉共抽检 2532 批次，有 22 批
次检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合格率达
99.1%。值得注意的是，抽检不合格产
品都属于偶发性的质量问题，没有系统
性、普遍性或区域性、局部性的风险，其

中标签不合格占比严重。
面对国内琳琅满目的婴幼儿配方
乳粉产品，消费者在选择时往往会觉得
“无从下手”。刚当上妈妈的何雨坤就
有过这样的经历，
“ 第一次去母婴店买
奶粉，一整面墙的货架都摆放着奶粉，
有的一个牌子竟然有五六种不同系列
的奶粉，根本不知道买哪种好”
。
为进一步规范婴幼儿配方乳粉标
签标识，为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
册工作奠定良好基础，维护广大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一系列政策“组合拳”纷纷
落地：制定《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
食品安全追溯信息记录规范》，出台《婴
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
法》，开展对婴幼儿配方乳粉标签标识
的监督检查……目前，国家食药监总局
已完成对 50 多家婴幼儿配方乳企的食
品安全生产规范体系检查，并计划在

2018 年内完成对全国婴幼儿配方乳粉
生产企业的体系检查工作，实现相关乳
企全覆盖。
对于消费者关注的婴幼儿配方乳
粉的标签标识不规范、夸大宣传等误导
消费者的现象，张靖解释称，开展标签
标识清理整顿、对主流品牌婴幼儿配方
乳粉质量安全月月进行监测等措施将
促进婴幼儿配方乳粉进入常态化监管，
将有利于整治配方、品牌乱象，提升公
众对婴幼儿乳粉的信心。目前，食药监
总局正在制定标签标识管理办法，会对
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标签标识作一个专
门规定，采取措施严加监管，
“总之要让
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满足消费者的选
择权”
。
国家食药监总局副局长滕佳材也表
示，加强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监管
是一项长期工作，
只有起点，
没有终点。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社
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以微博、微信、
论坛为传播载体的谣言此起彼伏、
屡禁不止，
成为网络空间主要的“噪
音”之一。特别是和民生相关的食
品药品相关话题，更是成为网络谣
言的重灾区。
知微传播分析平台和中山大学
对 1000 多条社交媒体的谣言样本
进行了分析，发现九成以上的谣言
围绕着食品安全、
人身安全、
疾病和
健康养生。根据互联网监测发现，
80%的谣言持续了两年以上，有的
颜江瑛
甚 至 从 2007 年 就 在 网 络 上 传 播 。
尽管有大量相关的辟谣内容，但是
谣言仍然广为传播。
食品药品谣言不仅损害国家形
象，扰乱生产发展，影响经济秩序，
而且还影响公众身体健康，甚至危
害生命。对食品药品的谣言必须较
真，要用科学和法律的武器让食品
和药品的谣言无处遁形。
首先，
政府部门要及时发布食品
药品相关信息。信息公开既维护公
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也是对违法者
的极大震慑。食药监总局对监管信
息执行五公开，
决策公开、
执行公开、
管理公开、
服务公开和结果公开。不
仅每周二要公布食品的抽检信息，
为
了方便公众的查询，还专门设计了
“食安查”
的APP，
同时也对老百姓关
心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编制了系列
宣传片，
通过总局的网站、
微博、
微信进行传播。
其次，
要科学准确报道食品药品安全信息。去年食药
监总局与人民大学、
中国记协共同调查研究有关食品药品
安全相关报道，
编制了《食药安全新闻报道服务手册》。目
的就是要为记者、
媒体新闻报道提供服务，
希望媒体报道
食品药品安全新闻遵循以负责任的理性态度为统领、
科学
思维和通俗表达为
“两翼”
、
人文关怀和法律底线为基础五
项原则，
同时针对调查当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新闻报道需要
注意的事项。
《手册》还汇编常用的一些术语以及近几年出
现的食品药品谣言。我们觉得跟公众互动传播科学知识
更有力度，
科学知识的传播也是遏制谣言最有效的手段。
第三，多方协作，加大辟谣力度。2015 年网信办、工
信部和食药监总局联合新华网共同建立了中国食品药品
辟谣联盟，
一年当中粉碎了多起食品药品谣言。
《食品安全
法》也明确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编制谣言的食品药品信
息，
都要追究法律责任。下一步，
我们还要和相关的部门、
专家、
媒体一起共同努力，
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我们有一个
健康的、
科学的、
清朗的食品药品信息空间共同努力。
（作者系国家食药监总局新闻宣传司司长）

食品谣言，您信了几个？
谣言一：
“重组牛排”用“次品肉块＋肉
胶”拼接？
回应：
卡拉胶不等于工业用“胶”
2016 年底，有媒体报道称，从澳大利亚肉类市场流
入大量的
“重组牛排”
“胶水牛排”，
都是用
“次品肉块＋肉
胶”拼接的，
报道引发公众广泛关注。
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院长王守伟：
“次品肉块”其实
是肉的分割或者肉块修整中产生的碎肉，并不等同于
“劣
质肉”。此外，
“重组牛排”使用的卡拉胶是从海藻中提取
的多糖类物质，
而非建筑用
“胶”
、
塑料用
“胶”
“
。重组牛排”
属于调理肉制品，
此项技术目前在国内外被广泛应用。
消费提示：消费者在选购牛排时，可通过配料表来区
分原切牛排和“重组牛排”。如果标签中有配料表，出现
其他辅料和食品添加剂的，则可能为“重组牛排”。
“重组
牛排”在加工过程中，加工的周期越长，微生物生长的几
率越大，建议 100％加热之后再食用。

谣言二：饮用水加了氮气不能喝？
回应：
专家称可放心购买
2016 年年初，某品牌包装饮用水被举报在水中添加
了氮气且未标识，并被怀疑为工业级氮气。此事使得食
品中的
“加工助剂”成为人们关注的热词。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食品级氮气作为合法的食
品加工助剂，
对人体健康不产生影响，
多种食品中均有使
用。因为它具有高度安全性，所以无需标注残留量。在
饮用水当中使用氮气，
是一种成熟工艺。
消费提示：
消费者可以放心购买和食用以食品级氮气
作为加工助剂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和加工助剂的区别在
于，
食品添加剂在食品中作为配料而存在，不需要在最终
食品中被去除；
加工助剂在加工过程中与食品接触，但与
食品本身不一定有关，
一般应在食品中除去而不会成为食
品的最终成分，
或仅有残留。

谣言三：
果汁标注
“100％”涉虚假宣传？
回应：
消费者应正确理解
有媒体报道称，消费者在购买标称“100％纯果汁”
时发现其配料表中含有纯净水，认为是商家故意炒作。
“复原果汁”的话题一度引起了人们的热议。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胡小松：
100%果汁产品在包装上
向消费者明示产品配料中含有纯净水，表明该产品属于
复原类的果汁。浓缩或复原果汁标注 100%含量，符合
国家标准与行业惯例，
消费者应正确理解。同时，果汁中
原果汁含量国家标准亟待制定，避免某些企业生产与其
标称含量不相符的果汁饮品。
文/本报记者 吉蕾蕾
（整理自 2016 食品安全热点科学解读媒体沟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