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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新食尚

□记者 韩聪聪

国家食药监总局组织研究治理食品谣言良策

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食品谣言
治理良策。总局新闻发言人、新闻
宣传司司长颜江瑛就当前食品谣言
的危害、成因及对策进行了分析。
农业部、卫计委、质检总局、网信办
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以及业内专家学
者就如何治理当前食品谣言进行了
深入探讨。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治
理食品谣言需要社会各界共同拿起
科学和法律的武器，携手打造风清
气朗的食品舆论蓝天。

颜江瑛介绍，目前食品安全总
体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人民群众对
食品安全的信心在逐年增强。但
是，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食品安
全领域成为网络谣言的重灾区。数
据显示，网络谣言中食品安全信息
占45%。食品安全谣言具有有意编
造、别有用心、偷换概念、混淆视听、
旧闻翻炒、刻意抹黑等特征，严重干
扰了正常的食品药品监管工作，扰
乱了百姓的消费判断，损害了行业
发展，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声誉。

近年来，总局积极作为、及时行
动，坚决打击食品谣言。坚持把信
息公开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加大信
息公开力度，压缩食品谣言生存空

间。总局官网增设“科普知识”专栏
和“辟谣平台”，建立120个信息发布
栏目、4个互动栏目，成为公众、媒
体、科研人员获取食品药品安全监
管信息的“第一平台”。目前，信息
公开已逐渐制度化：食品药品监管
信息和工作动态信息在信息形成当
日对外发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信
息第一时间对外发布；案件查办过
程中，涉及公众健康和安全的信息
及时发布。食品药品安全抽检信息
现在已经做到了“周周抽检、周周公
开”，并开发了“食安查”APP。

为了降低食品安全谣言对社会
公众带来的恐慌，总局大力开展食
品科普宣传。加大官方网站和“两
微一端”传播力度，与新媒体合作，
促进信息传播多元化，推动监管信
息共享。开展预防式科普宣传，注
重将信息公开和政策解读同步考
虑、同步推出，通过配发专家解读和
小贴士等方式，用媒体、公众看得懂
的话进行政策解读。2016年总局发
布了 500 多条科普知识和辟谣信
息，官微“中国食事药闻”开通“你问
我答”专栏，定期回应提问。“食品安
全宣传周”期间，通过法治、诚信、科
普教育，覆盖4.3亿人群。总局联合
相关部门长期开展“食品安全校园
行”“中小学生食品安全指南”等活

动，传播食品安全科学知识和观念。
总局与政府部门、媒体平台、高

校以及协会合作，建立谣言批驳机
制。目前，已经建立了“中国食品辟
谣联盟”，开展了“萤火虫”公益科普
宣传行动。去年，出版了《食药安全
新闻报道服务手册》，组织媒体管理
层培训，以提升媒体食品安全专业
素养。总局还加大对食品谣言制造
者、传播者的惩处，目前“猪肉钩虫
事件”“塑料紫菜”等涉谣者已得到
严惩。不断强化舆情监测和后续分
析研判，目前对于旧闻重炒的食品
谣言，可以在24小时内对谣言进行
批驳打击。开发设计食品药品谣言
数据库，现已收录谣言数据2万多
条，为探索打造理性的视频信息空
间提供了技术路径。

据了解，下一步总局将与有关
部门合作，推动食品安全科普知识

“进校园”，开展“小手拉大手”“儿童
食品安全守护行动”等系列主题活
动，适时推进食品药品安全科普示
范基地建设。同时将和有关部门合
作建立“食品药品安全辟谣绿色通
道”，发现谣言，第一时间对谣言传
播的关键节点进行管控，及时发布
权威信息。加大对食品谣言制造、
传播者的处罚、追责力度。

制造传播谣言者，给你好看！

放弃五一假期
确保食品安全

开封市食药监局强化措施
确保“五一”食品安全

“五一”三天小长假，
旅游城市开封各个景区
可谓爆棚，玩得好当然还
要吃得好。开封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制订预
案，通过下发文件、督促
指导、强化检查、应急值
守、加大抽检等工作，全
力做好五一节食品安全
保障工作确保游客玩好
吃好。

2017 年 4 月 28
日-29日，开封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
局长管坚勇，副书记、副
局长郭黎，副局长郭振启
等带领相关科室负责人
深入龙亭景区、开封府景
区、铁塔景区、连霍高速
服务区等重点区域开展
节前、节中食品安全督导
检查，督导组共抽查超
市、高速公路服务区、景
区及周边涉旅餐饮服务
单位、乡村农家乐、旅游
产品超市等20余家，督导
组按照“五一”期间食品
安全工作方案要求，对

“三防”设施、亮证经营、
索证索票、设备设施、食
品加工环境、餐饮具消
毒、食品原料储存、有无
出售过期食品等情况进
行了督导。对督导发现
的问题，要求属地监管部
门督促经营单位限期整
改。

小长假期间，开封各
县（区）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全员上岗，对辖区涉
旅餐饮单位、食品经营单
位逐一排查、全面覆盖，
严格按照《食品生产经营
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
规范》等规定，重点检查
许可管理、信息公示、制
度管理、人员管理、环境
卫生、原料控制、加工制

作过程、设施设备及维
护、餐饮具清洗消毒等9
个方面30项关键环节控
制点。对检查结果属于
基本符合的，书面责令限
期改正。对检查结果为
不符合、有发生食品安全
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责
令停止经营活动。各县
（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全面排查，履职尽责，
确保五一期间来汴游客

“食之安心，食之放心”。
旅游食品安全监督

是游客吃好的保证，该局
将旅游景区（点）餐饮服
务单位、食品经营单位和
地方传统特色食品作为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工作
计划重点，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依法组
织开展旅游食品安全抽
样检验工作。对于抽检
中发现的问题，及时采取
有效措施，强化整改，严
控食品安全风险。对旅
游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
息，依法及时进行公布，
加大公示曝光力度，并将
相关情况记入食品安全
信用档案，营造健康有序
的旅游食品经营秩序。
充分利用媒体发布食品
安全知识和消费预警、提
示，公布食品安全监督举
报电话，建立健全有奖举
报制度、“黑名单”制度，
增强游客食品安全消费
维权意识。在景区入口
处、旅游集散中心等明显
位置和食品经营场所公
示旅游景区（点）食品经
营者的食品安全监督量
化分级管理等级以及食
品抽检情况，引导游客理
性消费。

据悉，五一小长假期
间，开封未发生一例食品
安全事故。

对于网购质量问题，国家非常
重视。今年3月5日，国家工商总局
局长张茅在“部长通道”谈有何措施
来保证网购质量时曾表示，“网购跟
实体店购物有所不同，往往在网购
之前见不到实物，所以一方面有便
捷的一面，另外一方面在虚假宣传
和物流存在一些问题，所以网购受
到了不少投诉，要制定一些保护办
法，加大网购权益的保护，首先我们

明确网购平台要负第一责任，网购
不是法外之地，要加强企业自律，加
强网购商店的自律，同时加强对消
费者权益保护的力度，使得我们在
网购时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之后也
能够得到保护，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加强网购在这方面规范市场秩
序的法治保障，不断健全，虽然现在
还在探索当中，但总的来说，经过几
年的努力，现在一些大的网站加强

了自律，自觉打假，也做了许多工
作。我们的消费者、社会、企业和政
府形成共治的局面，把网络购物的
秩序进一步整顿好，使大家买东西
方便的同时质量又好。”

食品抽检情况的通报显示，网
购、小杂食店、小吃店等部分场所的
食品不合格率偏高。国家食药监总
局也表示，今后食药监总局将加大
对网络食品的抽检频次。

网购食品消费者找不上门？有人找你！

4批次网购食品不合格被通报
□记者 魏朝林

随着我国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网购已经成为我国居民日常消费的主要方式之一。便捷性、品种丰富和价格低
廉是促成网购食品行为的三大理由。由于网络销售不直接面对消费群体，消费者无法识别产品质量。有商家将残
次品甚至假冒食品网上销售，以为消费者无法找上门，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近年来，食药监部门加大网购食品
抽检力度，照样能够对销售不合格食品的企业进行处罚。

5月2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通告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织抽检淀粉及淀粉制品、蔬菜制品、食用
油、油脂及其制品、肉制品、蛋制品、蜂产品和罐头等9类食品509批次样品，抽样检验项目合格样品505批次，不合
格样品4批次。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个别项目不合格，其产品即判定为不合格产品。

纽海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
在其网站销售的标称上海卓钦食品
有限公司委托苏州市云可食品有限
公司生产的小麦淀粉，霉菌检出值
为1100 CFU/g。比标准规定（不
超过100 CFU/g）高出10倍。检验
机构为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
中心。

天津猫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
天猫（网站）商城销售的标称上海裕
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马铃薯
淀粉，大肠菌群检出值为 4600
MPN/100g。比标准规定（不超过
70MPN/100g）高出64.7倍。检验

机构为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
中心。

禾煜食品专营店在当当网销售
的标称上海裕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的玉米淀粉，大肠菌群检出值
为 230 MPN/100g。比标准规定
（不超过 70MPN/100g）高出 2.3
倍。检验机构为国家食品质量安全
监督检验中心。

小菜一碟食品专营店在飞牛网
销售的标称石台县小菜一碟农产品
有限公司生产的多味辣萝卜（酱腌
菜），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
检出值为2.2g/kg。比标准规定（不

超过1.0g/kg）高出1.2倍。检验机
构为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已要求
上海、安徽等省（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责令生产企业查清产品流
向，召回不合格产品，分析原因进行
整改，并依法予以查处；要求北京、
上海、浙江等省（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责令流通环节有关单位立即
采取下架等措施，控制风险，并依法
予以查处。核查处置情况于2017
年6月30日前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并向社会公布。

□记者 魏朝林

抽检 四种不合格产品“上榜”

声音 网购商品不是法外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