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龙虾不属于虾类，是一种
虫子！”现在正是小龙虾上市时
节，近段时间以来网上不断有将
小龙虾妖魔化的信息传播，引起
不少食客的恐慌。

不仅是小龙虾，每天打开手
机，微博、微信中充斥着各种健康饮
食信息，内容五花八门，哪些食物相
克、哪些食物致癌、怎么吃才健康等
等，让人眼花缭乱，难辨真伪。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相信谣
言，并不断传播？大部分谣言是
由于百姓对种植业、养殖业和现
代食品加工业不了解造成的。“宁
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传统观
点也加快了谣言的传播速度。这
也说明，目前我国社会对于食品
安全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还非
常缺乏，老百姓辨别真假食品安
全信息的能力还很差。

一个谣言就能带来一场滞
销。食品安全谣言的泛滥，给食
品行业带来了巨大冲击，也给农
民造成了很大损失。面对信息发
达的互联网，食品安全传播怎样
才能去伪存真，让百姓拥有辨别
真假的“慧眼”？

从政府角度看，应多推广具
有权威科学性的信息。现实中，
有很多政府、行业协会、社会第三
方科学团体推送的内容都很客
观，具有科学性。但推广的力度
不大，政府应加大传播穿透力。
同时，面对互联网环境下食品安
全领域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
题，政府部门也要创新食品安全
监管手段，织密织牢“防护网”，把
不实的谣言挡在门外，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氛围。

其次，需要更多的科学家和专业人士，积极参与到
科学普及活动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老百姓解释相
关问题，及时消除疑虑。同时，食品安全涉及的学科门
类纷繁复杂，“专业人士”要遵守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严
谨的科学态度，切忌跨领域对自己不熟悉的问题发表
意见。对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发布信息前需要先做
好调查研究，不要轻率作出结论。

作为消费者，也要增强科学素养，提高对虚假信息
的辨识能力。遇到新问题要多方核实信息源，鉴别其
真伪，不轻信、不武断，在事情弄清楚前不轻易转发，不
要无意中成为谣言传播的“帮凶”。

只有大家都行动起来，构建起各方参与、严谨有序
的食品安全环境，才能更有力地推动食品安全步入共
治与共享互为支撑的良性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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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9 日，2017 年全国食品安全宣
传周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宣传周延
续了“尚德守法 共治共享食品安全”的
主题，坚持德法并举，动员社会各方共同
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共同提升食品安全保
障水平，共同维护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主任、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毕井泉表示，德
法并举是切实保障食品安全的治本之
策。一方面，要严字当头，坚持“四个最
严”，推动食品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促进安全保障能力和生产经营管理全面
升级；另一方面，要运用创新社会管理和
统筹综合治理的基本思路，强化企业主
体责任和市场自律机制，广泛动员社会
多元主体，推动食品安全事业步入共治
与共享互为支撑的发展轨道。

源头治理 政府在行动
沐淋瓯杯、观音入宫、悬壶高冲、春风

拂面、瓯里蕴香、观音出海、点水留香、鉴
赏汤色、品啜甘霖⋯⋯在中国国际展览中
心福建馆安溪展区内，茶香袅袅，茶艺小
姐们现场演示安溪铁观音的整个冲泡流
程，美轮美奂，让现场来宾流连忘返。

安溪是中国乌龙茶之乡，铁观音的
发源地。茶业是安溪最大的支柱产业和
民生产业。全县茶园面积 60 万亩，茶叶
年产量 6.8 万吨，涉茶产值 148 亿元，连
续8年位居全国重点产茶县首位。

“质量安全是安溪茶产业发展的‘生
命线’。”安溪县委书记高向荣告诉记者，
在茶产业发展过程中，按照“强化源头
管理，促进中间自律，加大终端追溯”
的工作思路，全县坚持“产出来”和“管
出来”两手抓两手硬，切实加强农资专
控体系、执法监管体系等“八大体系”
建设，致力构建从“茶园到茶杯”的茶
叶质量全程保障体系，每一泡安溪铁观
音历经 10 道传统工序，20 多小时匠心
制 作 ，确 保 消 费 者 喝 上 放 心 茶 、安 全
茶、健康茶、品位茶。

高向荣介绍说，目前，安溪设有两
个国家级茶叶质量检测机构，每年随机
抽检茶农、茶企 2000 多个茶品样本。
同时，完善县、乡镇、企业快速检测网
络，倒逼茶农、合作社、茶企生产自律，
出口茶叶连续 12 年全部通过输入国官
方检测。

“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老百姓一日
三餐，保证人民群众吃得好吃得安全，是

农业部门首要职责，也是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在 2017 年全国
食品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上，农业部部长
韩长赋表示，近年来为适应不断升级的
消费需求，农业部门以国家农产品质量
安全县创建为抓手，一手抓执法监管，一
手抓标准化生产，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
水平不断提升。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农产品
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达 97.6%，保
持了稳中向好的态势，第一批命名的
107 个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市）群众
满意度提高 12 个百分点，农产品监测合
格率提高4个百分点。

质量把控 企业在行动
“原料奶质量安全水平提升，有效地

保障了乳制品的质量安全。”中国乳制品
工业协会名誉理事长宋昆钢表示。经过
20 年快速发展，我国乳业生产已达到了
相当规模，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奶类生产
国，人均占有量增长了近 6 倍，能够基本
满足市场的需求。

近年来，为了重塑我国乳业发展之
路，提高消费者的信心，国家食药监总局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确保乳制品产品质量
安全，包括严把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
业生产许可的准入关、加强对婴幼儿配
方乳粉的监督抽检工作、加大对不合格
产品的处置力度、推进开展食品安全生
产规范体系检查、进一步明确生产企业
食品安全追溯的责任制度等。

从抽检的数据来看，当前我国乳品
合格率保持在 99%以上，在抽检的工业
食品中属于最好水平。同时，也涌现出
伊利、蒙牛、光明、三元、飞鹤等一批全国
知名品牌。其中，伊利把严苛的质量管
理贯穿于产业链中，从源头上确保质量
安全，加强全产业链的质量检测，夯实质

量和基础研究，大力做好质量追溯，均取
得了实质成效。

据伊利集团副总裁陈福全介绍，伊
利将品质视为生命，致力于生产100%安
全、100%健康的乳制品，将质量管理工
作战略升级为“质量领先 3210 战略”，聚
焦“全球最优品质”，整合全球优质资源，
持续升级全球质量管理体系，将严苛的
质量管控标准贯穿于全球产业链，保证
零食品安全事件。截至 2016 年年底，伊
利集团检测设备累计投入 5.97 亿元，全
年检测费用投入超过 2.9 亿元。陈福全
说，伊利质量管理有 3 条线：在国标线基
础上，伊利提升了50%的标准，制定了企
标线；在企标线的基础上，又提升了20%
的标准，制定了内控线。企标线严于国
标线，内控线严于企标线，进一步提升了
企业自身食品安全的风险管控能力。此
外，打造的智能交互式全景全球产业链
取得良好成效，去年共吸引 1 亿人次消
费者在线体验伊利的透明品质。

共治共享 社会在行动
食品安全关系人人，也需要人人维

护。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副秘书长楚东
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为了倡导全行业“信任消费”，建立以

“消费者健康为中心”的共同价值观，
协会在 2016 年率先发布了连锁经营
行业食品安全 5 年规划，通过诊脉行
动、阳光午餐、云检平台、我评价消费
者共享调查、萤火虫科普宣传、CEC 食
品安全检测体验中心等 8 个社会共治
项目，全面开展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品
质提升计划。

在展览会上，记者看到中国连锁经
营协会为配合“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打造放心超市，提出了超市要抓住采购
关、服务关、消费关这“三关”，最终让消

费者做到商品来源放心、品质放心、过程
放心、体验放心“四个放心”。

楚东举例说，诊脉行动就是一个效
果显著的社会共治项目。“我们组织协会
内 20 家大型连锁超市，3600 多家门店，
对照食品安全法自查自纠，再请第三方
评估，最后掌握了行业存在的 100 多条
共性问题，为行业和政府监管提供了很
大帮助。”楚东介绍说，以前超市销售禽
类、鱼虾等冰鲜产品都是堆起来卖，这
就导致接触冰块的食物凉而堆在上面
的热，这样的食品安全风险很高。整顿
后，要求超市所售冰鲜必须50%覆冰，保
证食品质量安全。

食品安全工作涉及方方面面，要做
好，需要方方面面加强合作，一起推动。
对此，美团点评集团首席食品安全官钟
永健也表示认同。

钟永健告诉记者，美团点评平台积
累了海量消费者对餐厅的评价大数据，
其中有很多是对食品安全的差评，依托
于这些数据，美团点评开发了“天眼”
系统（即餐厅市民评价大数据系统）。

“天眼”系统通过语义识别分析技
术，将海量评价数据中有关食品安全的
内容实行量化和结构化，并可视化地展
现出来，包括分地域范围、分细分品类实
时数据等。这一系统还可对集中突发的
涉食品安全负面情况实时警报，从而帮
助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了解整体动态情
势，提升监管效率。

“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毫米级大小的
骨牌推倒之后，一层一层传递，会推倒非常
大的一个骨牌。餐饮业质量安全也一样，
小风险也会酿大祸，大事要从小抓起，我
们希望一起努力，发挥我们自身‘互联
网+’的优势，让最小的那张骨牌能够屹立
不倒，保障老百姓的食品安全，也为全国
食品安全工作的提升、餐饮业质量安全的
提升作出贡献。”钟永健说。

尚德守法 共治共享

汇聚众智众力共保食品安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吉蕾蕾

在 6 月 29 日举行的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展
览会现场，一个特别的展柜吸引了众多媒体、观众驻足
围观。记者也凑热闹地挤进了人群，发现原来是中国
工程院院士陈君石正在主持科学小实验，现场击破食
品安全谣言。

在“科学实验”展台上，陈君石院士向装着杨梅汁、
樱桃和浸泡过黑皮花生和紫米的杯子里加入碱，原本
深红色的水变成了蓝黑色，再往里加入白醋，水的颜色
又变回了红色——这个简单的实验过程证明了“水果
掉色”是花青素遇碱、遇酸后发生的变色反应，并非外

“加”颜色。
陈君石院士说，社会上有传言说某些蔬菜水果是

染色的，我现在做的这个实验可以让大家明白，所谓的
掉色，掉的就是花青素。花青素不仅有颜色，而且是对
人体健康有益的物质。

随后，科研人员又在现场一手按住一个西瓜，一手
拿着吸满蓝色墨水的针筒，用力往西瓜里推墨水。可
是，当针筒里的墨水刚刚被推进西瓜里时，可能由于西
瓜内部的压力太大，墨水顺着针眼就流了出来。

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钟凯说，之
前很多人怀疑西瓜很甜是因为打了针。其实，给西瓜
打针，无论是打糖精，还是打甜蜜素，都是不可能实现
的。西瓜皮很硬，但西瓜瓤是很脆弱的。因为西瓜里
面是个封闭环境，打针时，水进去就会遇到非常大的压
力，就像刚才的实验一样，水还没有打完就已经全部冒
出来了。而且，这个压力会把西瓜瓤压碎，假如打针的
西瓜存放一天，西瓜也会因为有个洞很快坏掉。

陈君石院士表示，从线上到线下肆意传播的食品
安全谣言，损害的不仅是食品行业，更重要的是误导了
消费者，削弱了公众对政府和行业企业的信任。要管
住这些谣言，一方面要依法加大打击谣言源头，另一方
面也要通过各种措施引导更多人投入科普工作中来，
逐步提高公众的食品安全辨别能力。

上图 “科学实验”展台上，科研人员通过实验戳
穿西瓜注水的谣言。 吉蕾蕾摄

现场实验击破食品谣言
本报记者 吉蕾蕾

“食品安全得到保障的标准是什么？”
6月29日下午，在本届全国食品安全宣传
周“大数据在食品安全监管与风险防控的
应用峰会论坛”上，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大
数据研究中心主任周涛这样问。

他得到了三个答案。
“买东西不用考虑那么多，想买啥

就买啥。”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副主任罗
秋科说。

成都顺点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川
江回答：“人们没有思想负担，不再讨论食
品安全问题。”

成都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安
全总监蒲旭峰则开了个玩笑，“等到人们
不需要食药监局”。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理想中的标准
呢？嘉宾们纷纷支招，所有答案都指向了
大数据。

蒲旭峰说，成都市食品安全监测预
警数据中心建设始于 2015 年，当时成都
的食品安全监管人少事多疲于应付，另
一方面食品安全监管环节众多，很多信
息不能共享。看到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
发展的机遇，当地创造性地提出，用建
设数据中心来创建“智慧食安”的成都
模式。

由此，全市食品安全信息汇聚路径开
始打通，包括食安系统内部、检测实验室、
生产经营主体、电商平台、哨点医院在内
的 9.6 万条政务数据、860 万条检验检测
数据、7000 万条商品数据和 6.8 亿条网络
舆情数据，建成了基础数据体系。利用对
数据的挖掘，不仅能发现早期的食品安全
热点问题，还能提高靶向抽检能力，并提
前介入食品安全相关检验、执法、引导等
工作。

刘川江的成都顺点科技有限公司是
成都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合作方，他总
结说，以前的食品安全监管全靠人海战
术，在食品生产、流通、销售环节里想监管
谁就监管谁，没有通过数据来形成制度监
管的理念。通过信息化和网格化的数据，
可以及时发现生产端、流通端与消费端存

在的问题。
罗秋科则举了个例子，新疆的哈密

瓜在北京卖 2 元钱一公斤，有了可追溯
的商品条码后，在超市可以卖到 8 元钱
一公斤。

“编码系统让我们知道哈密瓜的产
地，也具备了差异化的竞争优势。”罗秋科
说，食品安全追溯可以分为“向上一步溯
源”和“向下一步追踪”两条线，运用信息
技术通过对供应链上各种食品信息分类、
采集、分享，最终实现生产、加工、物流、零
售整个供应链的全过程追溯，不仅保证了
消费者食品安全基本需求、降低食源性疾
病风险，又能提升消费透明度、维护知情
权和消费信心。

周涛则分析，通过源数据库的构建、
对数据库系统分析挖掘、调动系统对接现
有监管业务，能够解决食品安全管理最核
心的三大问题：预警食品安全风险、应对
食品安全谣言以及避免出现食品安全体
制内舞弊。

“跨部门数据共享困难、多源头数据
质量不尽如人意、业务需求与技术实现存
在认知差异，是当前大数据在食品安全领
域应用需要面临的挑战。”周涛说。

有了大数据，想买啥就买啥
本报记者 陈莹莹

2017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上，各种新鲜有机蔬菜备受关注。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2017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

周延续了“尚德守法 共治共享

食品安全”的主题，坚持德法并

举，动员社会各方共同参与食品

安全治理。要提升食品安全保

障水平，既需要严字当头，推动

食品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

必须运用创新社会管理和统筹

综合治理的基本思路，强化企业

主体责任和市场自律机制

在本届
全国食品安
全 宣 传 周

“大数据在
食品安全监
管与风险防
控的应用峰
会论坛”上，
嘉宾们展开
热烈讨论。

陈莹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