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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 连日来，“胶带捆绑的蔬菜，甲醛超标10倍”的消息继续在网上发酵，而国内多个省市
针对胶带捆绑的蔬菜进行检测后，得出的结果却相差较大。

最初报道此消息的是一家电视台，它采访了天津科技大学食品工程与生物技术学院副教授王浩。
昨天，大河报记者联系到了王浩，对方表示，当初只检测了3个样品，得出的甲醛残留数据是3个样品的
平均值，但是无法确定这3个样品有多大的代表性。

□记者 田园 文 白周峰 摄影

本报讯 1月5日，中国邮政
正式发行《丁酉年》特种邮票。首
发当天，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河南
省分公司以信阳、南阳、郑州、洛

阳、许昌等地为主会场，在全省
150个县（市）、区的数百个集邮专
卖店、邮政营业网点联动举办了
《丁酉年》特种邮票首发仪式。

“父亲喜欢集邮，我提前排
队20个小时，就为了给父亲一

份惊喜。”昨天上午，在郑州邮政
公司发行现场，一名小伙子通过
彻夜排队率先买到第一套特种
邮票。当天上午，发行仪式尚未
启动，就有上百名集邮爱好者排
队等待购买。

记者了解到，生肖邮票因其
传承了中国生肖文化而受到世
界瞩目。昨日发行的 《丁酉
年》 特种邮票，邮票一套两
枚 ， 面 值 2.40 元 。 邮 票 将

“国”和“家”的概念作为整套
邮票的创作理念。特别邀请中
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家韩
美林先生设计，整个设计将生
肖鸡的形态神韵与深厚的家国
情怀完美融合在一起，兼具艺
术性与内涵性，堪称经典。第
一枚“意气风发”以一只奋起
奔跑的雄鸡形象，象征着中国
的快速发展；第二枚“丁酉大
吉”以一只母鸡呵护两只小鸡
的温馨画面，表达吉祥如意的美
好祝愿，寓意家庭幸福美满。

□记者 梁新翠 刘江浩

本报讯 昨日是“1·5”铁
路调图首日，记者从郑州东站
获悉，该站当日开行旅客列车
332列，截至当天18时，共计
发送旅客6万人次。虽然当前
为旅游淡季，但当天首发的郑
州东至昆明南的G403、G285
次高铁仍受到了市民的欢迎，
602名旅客“尝鲜”，从郑州东
站乘车到沿线各站。

据了解，此次调图后，郑州
东站站停列车共374列，其中
高铁（G字头）306列，动车（D
字头）11列，其中动卧6列，城
际列车（C字头）57列；此次调
图较上次2016年9月10日调
图（360列）共增加14列，新增
列车方向有：福田，昆明南。

郑州东开往昆明南的高
铁列车开行后，结束了郑州到
昆明没有直达高铁的历史。
家住郑州的刘女士正是准备
趁孩子放假之际，带孩子到春
城看望当兵的丈夫。刘女士
说道，之前查的郑州到昆明的
火车最快也需要27个小时，

但现在有了高铁后，9个小时
就能到昆明了，高铁动车又快
又舒服，真是方便多了。

调图后，郑州东站客运能
力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调整，
高铁动车“公交化”的开行优
势更加明显，据郑州东站客运
部门负责人介绍，为了迎接此
次调图，郑州东站针对列车开
行时间、开行方案调整等变
化，对关键岗位人员进行培
训、考试，同时，该站还在调图
和过渡期采取全方位包保措
施，成立包保小组，紧盯综控
室、进出站通道、站台等处所
的行车调度、旅客引导、乘降
组织等各方面工作。

针对调图期间新旧列车
交替复杂的实际，郑州东站对
各售票处、候车厅、出站层等
地的电子显示屏和站内的通
知公告进行全面更新，及时向
旅客公布调图变化信息。郑
州东站值班站长王浩介绍道，
虽然调图后列车开行时刻变
化较大，但并没有发生旅客因
车次、时刻调整而误车的情
况，运输非常平稳。

□记者 邵可强
通讯员 杨军政

本报讯 2017年河南春运
从1月13日开始至2月21日
结束，共计40天。据预测，我
省将出现学生流、务工流相互
叠加的情况，同时当前雨雾冰
雪恶劣天气高发。5日，省公
安厅交警总队、高速交警总
队、治安总队、河南警察学院
等部门专门召开全省公安机
关2017年春运动员部署会，
四部门将合力护航今年春运。

省交警总队相关负责人
说，2017年春运早于往年，比
去年提前11天，是近五年来
最早的春运，将出现新特点：
学生流、务工流叠加，客流集
中，高峰到来早、持续时间
长。同时，入冬以来煤炭、粮
食、化肥等重点物资运输需求
旺盛，春运期间既要保客运，
又要保重点物资运输和节日
供应，兼顾难度大。综合考
虑，春节前后将趋于高峰，届
时全省的路网交通流量同比
预计上升9%-12%。

此外，冬春季节天气会
“帮倒忙”，春运期间正值我省
雨雾冰雪恶劣天气高发时段，
易引发交通阻断和交通事
故。据国家和省气象台预报，
春运期间我省可能出现的大
雾、局地性团雾天气将对公路

交通带来较大影响。
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表

示，面对春运的新形势、新特
点，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
交警总队、治安总队、河南警
察学院等4部门，将从源头治
理、路面管控、安全宣传警示、
道路隐患整改、恶劣天气保通
等五个关键环节下手，确保春
运平安运行。

春运期间高峰时段主要
是春运开始的学生放假回家、
春节前后及外出务工出行高
峰三个时段。省交警总队相
关人士特别提醒，春节前周
口、驻马店、商丘周边站返乡
车流量非常大，春节后正月初
六（2月2日）是返程高峰，郑
州周边站车流量会非常大。

此外，还要避开这6个城
市周边的易堵高速路段：郑
州、洛阳、开封、周口、驻马店、
商丘等城市周边高速公路及
京港澳高速、连霍高速、大广
高速等主干高速公路车流量
会大幅增加。

另外，春运期间，切勿有
酒驾、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
今年春运全省交管部门在保
通的同时，重拳治理这两个违
法行为。春运期间，若遇到雨
雾冰雪等恶劣天气，出行前一
定要提前检查车况，确保车况
良好；行车时要注意降低车
速,保持安全距离。

河南首发《丁酉年》特种邮票
邮票一套两枚，面值2.4元，韩美林先生设计

记者了解，针对“胶带捆绑
蔬菜甲醛超标”的报道，早在2
年前就出现过。国内一些省市
也都对此做过检测，但是结果却
相差较大，有的显示是甲醛残留
的指数更低，有的则显示甲醛含
量较大，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对
此事的看法也是众说纷纭，有的
说胶带捆绑蔬菜不会对人体造
成危害，有的则称需要防范。

有不少网友和市民呼吁，此
事亟须由国家的权威部门做出
权威检测，以消除社会公众的疑
问。那么，这件事该由哪个部门
来做呢？河南省食药监管理局

的官网显示，该局食品流通监管
处的职能中，有一项就是“组织
实施流通环节食品、食品添加
剂、保健食品监督抽检和风险监
测工作，按照规定公布监督抽检
结果，核查处置发现的问题。”

在国家层面，2015年 6月
19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曾对“甲醛白菜”一事对外发布
通告称，甲醛对人体有毒有害，
在蔬菜中使用甲醛，属于违法添
加，要坚决依法查处。

昨天，河南省食药监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对此事的检测
结果不同，可能是地域、样品不

同。不过，蔬菜作为初级农产品，
郑州市农产品质量检测流通中心
的检测结果是有效的。食药监
管理局能否对此事做一个权威
检测呢？该负责人表示，会询问
相关处室后改天给记者回复。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能否就公众对此事的疑问展
开调查呢？昨天，大河报记者将
与此事相关的问题书面传真给
了该局。该局负责宣传的一位
负责人表示，传真已收到，会对
此事做出回应，并提醒记者在网
上及时关注“中国食品辟谣联
盟”对此事的说明。

“这是多年前的一个事情
了。”昨天，大河报记者联系到了
天津科技大学食品工程与生物
技术学院副教授王浩博士，他
表示，当时他确实配合电视台
的记者对蔬菜进行了检测，但
电视台的记者只送来了3个样
品，节目中报道的蔬菜甲醛残留
数据，是检测这3个样品后得出
的平均值。

网络搜索查询发现，该电
视台最早在2014年 8月 18日
报道了此事。去年6月17日，
该电视台再次把该报道对外
播出。去年 10 月 21 日，该视
频报道又被国内其他电视台
引用报道。不知是何原因，最
近，该视频报道又开始在很多

人的朋友圈里疯传。很多网
站在转载此报道时用了“胶带
捆绑的蔬菜，甲醛超标10倍”
的标题。

“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这
个检测结果还有这么多人关注，
看来食品安全是个永久性的话
题。”王浩称，像这种检测，一般
都只对样品负责，至于这三个样
品有多大的代表性，他也无法确
定。而且，这个检测是在好几年
前做的，当时胶带的质量应该比
现在差很多。

大河报记者在郑州随机挑
选了5个样品送检，结果均未检
出甲醛，单独检测胶带也未检出
有甲醛（详见本报昨天的报
道）。为啥国内多个城市的检测

结果差距却很大呢？王浩解释
说，市场上的胶带分为很多种，
其中有一类胶带是使用“酚醛
树脂”做黏合剂的，这种胶带
由于加工工艺不过关，含有游
离态的甲醛，黏合剂在接触的
蔬菜上很容易附着，有明显的
胶状痕迹，味道可以闻出来，
比较劣质，也容易检测到。而
有的胶带质量可能会好一些，
而且胶带缠绕蔬菜的时间长短、
储存温度的高低，都会对甲醛的
迁移量有影响。

王浩还表示，市场上的一些
蔬菜，比如菌类蔬菜中本身就含
有甲醛，但是含量很少，一般情
况下都在安全范围内，正常食用
不会影响健康。

国家食药监总局：会对此事发布信息

调图首日郑州东站发送旅客6万人次

郑州到昆明有了直达高铁

《胶带捆的蔬菜甲醛超标10倍？》追踪

□记者 王悦生 吕高见

回应 | 王浩博士：无法确定当初检测样品的代表性

1月13日河南春运启动，共计40天

春运时我省可能出现大雾

这位小伙子为了给父亲一份惊喜，雨中排队20个小时买鸡年邮票。

进展 | 国家食药监总局：会对此事发布信息

天津的检测样品无法确定代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