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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向东100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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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郑州枫弦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股东决定，即日起解散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103MA40M3WL8K)。
本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
算，请各位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
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司此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债权申报公告
吉林博客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因清理与郑

州博客货物运输有限公司等债务，为保护债权人利益，经研究
决定对公司及其关联方的债务进行清理和统计，并在此基础上
签署债权债务确认文书，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首次刊登之日起
30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已在公司进行债权确认的除外），
现将债权申报及确认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人为本公司的各类债权人，包括但不限于资金出
借人、担保权人、已经提起诉讼的原告方、原郑州博客货物运输
有限公司债权人等。

二、各债权人需提交的申报文件包括但不限于：1.债权人的
主体资格证明文件。2.债权人申报债权所依据的合同、协议、收
据（收条、欠条）、发票、汇款或存款凭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
及复印件。

三、债权申报时间：本公告首次刊登之日起30日内，工作
日的上午9：00至下午16：00。

联系人：何帅 联系电话：13783436957
特此公告

吉林博客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郑州博客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郑州唐冠鑫美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股东会决定，即日起解
散 公 司 （ 注 册 号 ：
91410100MA3XGM8789)，本
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请
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
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本公司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招商公告
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灵宝服

务区因经营需要，现将相关经营类项目面
向全社会进行公开招商，细则如下：
1.招商范围：1.休闲小吃系列

2.肉夹馍项目
2.商户条件要求：1.具备工商管理等机构
登记注册的公司，相关手续齐全；2.有相
关经营项目从业经验；3.在当地享有较高
知名度的企业优先；
3.招标方式：比价招商、综合评议。
4.报名时间：2017年8月11日-8月17日
5.联系人：张部长13939854145
招商会举行时间及地点到灵宝服务区办公
室领取资料。

以企业形象、产品介绍等为主，

按块收费，规格为3.3cm×3.8cm，
1-4块，500元/块，5-6块，600
元/块。每周一、三、五刊出，每个

企业每期可做1—6块。

招标公告
河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服务区管理分公司服务区停车区
域照明设施提升改造项目已批
准实施，资金已落实，现进行招标。
1.有意向者请于2017年8月11
日-8月17日下午5点30分之
前，至河南省郑州市中原路93
号院1713房间报名。
2.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0371-86549309

普通蔬菜带个“绿牌”价涨几倍
业内人士称花钱就能贴牌 有机蔬菜的合格率不到一成

目前，在很多城市的大型超市中，贴牌蔬菜（贴有“无公害”“绿色”“有机”的标签）的价格比普
通蔬菜价格高数倍，其中有机蔬菜的价格更高达10倍左右。但是，有业内人士透露，这些蔬菜中
的“贵族”有的名不符实，其实就是普通蔬菜，其中有机蔬菜的合格率甚至不到一成。

超市卖的绿色、有机蔬菜价格虽高，但菜农的收入并没有增加多少

山东省青州市何官镇戴楼
村是蔬菜种植集中区，菜农刘冠
军曾给某品牌绿色蔬菜供过
货。他说，绿色蔬菜对农药残留
标准、质量要求很高，每批都要
抽检。为满足供货要求，得做防
虫网、用生物农药，花费时间增
加很多。算下来，每亩黄瓜成本
要增加 500 多元，产量却低
1000斤左右。

经营高端蔬菜的企业也感
到获利不大。

山东燎原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李爱红说：“不用农
药、化肥，人力成本大大提高。

真正的有机蔬菜，价格为普通蔬
菜的数倍甚至10倍才能保本。”

除了成本和市场问题，最让
绿色蔬菜经营者苦恼的，是这个
高端蔬菜市场中鱼龙混杂，假冒
丛生。一些商家用普通菜仿冒
绿色、有机菜，导致大量以次充好
的产品进入市场，甚至一定程度
上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一位绿色蔬菜经销商说，有
些生产普通蔬菜的公司并没有
进行认证，但也模仿绿色蔬菜的
包装，外观非常相似。“我们卖多
少钱他们也卖多少钱，消费者误
以为都是一样的。”他说。

仿冒时有发生，证书花钱就能办

据了解，无公害、绿色、有机
三种蔬菜的标准不同。无公害是
允许使用农药和化肥，但不能用
高毒、高残留农药；绿色是从无公
害向有机发展的一种过渡产品；
有机的标准要求最高，不仅生产
加工过程中禁止使用农药、化肥
等，还对土壤、水质等周边种植环
境有严格要求，被认为是纯天然、
无污染、安全营养的食品，几乎成
为健康的代名词。

自2003年农业系统有机农
产品认证启动以来，全国认证企
业接近1000家，产品接近4000
个，且数量还在增加。

那么，贴着各种认证标签的

蔬菜是否货真价实？
多位从事蔬菜生产经营的企

业负责人说，市场上真正达到有机
标准的蔬菜，能有一成就不错了。

“证书代办都商业化运作了，花钱
就能办。”一位企业负责人说。记
者了解到，有机证书的认证机构
有中绿华夏、五洲等多家。网上
一些代理公司称，可以代办这些
机构的证书，办理周期为两个月
到半年不等。

记者联系到一家代理公司。
业务员称，办理中绿华夏的有机
认证需 2.6 万元，其他的 1.8 万
元。当被问到“用化肥、农药会不
会无法通过审核”时，这名业务人

员称，“检查的时候现场不要有这
些东西，产品检测不出问题就可
以了”。

业务员提醒说，因为是自行
送检，所以尽量挑选没问题的产
品邮寄到检测中心，一般都能顺
利通过。中绿华夏的认证比较难
通过，如果生产的蔬菜是比较频
繁使用农药化肥的话，可以进行
其他单位的认证。

按规定，有机蔬菜的种植基
地周边不能有垃圾场、化工厂等
污染源。但这名业务人员说，在
村里种植的一般都可以，距离多
远没有明确要求，最低要求是“看
不见”，其他的都可以操作。

提升绿色认证公信力，在认证过程中引入第三方监督

农业专家表示，认证机构设
置门槛较低、认证行为缺乏监管
等原因，导致一些认证机构不专
业、不负责。认证审批后，限于
人员和精力等原因，证后监督也
不到位。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
授周清杰说，目前，国内各种食
品认证主要是基地认证而非产

品认证，认证行业发育畸形。蔬
菜的交易数量大、频次多，而生
产主体组织化程度不高，规模
小，监管起来困难很大。

专家提出以下建议：公开认
证企业的信息，接受政府和公众
的监督；提高认证企业资质门
槛，建立专业化队伍；在认证过
程中引入第三方监督。

农业部总畜牧师马爱国曾
公开表示，要将绿色食品、有机
农产品质量抽检纳入各地例行
监测、执法抽查、风险评估监测
范围。坚决打击标志侵权、假冒
以及不规范用标等现象和行
为。据悉，2016年，我国共取消
了110个绿色食品产品的标志使
用权。新华社济南8月10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8月10日
电 中国科学院10日凌晨宣
布，“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
星用1年时间提前实现了既定
2年完成的科学目标。中科院
院长白春礼说，系列成果赢得
巨大国际声誉，标志着我国在
量子通信领域的研究在国际
上达到全面领先的优势地位。

从卫星到地面的量子密
钥分发，以及从地面到卫星的
量子隐形传态，是“墨子号”最
新实现的科学目标。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潘建伟、彭承志团
队联合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
研究所等单位完成上述重要
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权威学
术期刊《自然》。

据了解，星地高速量子密
钥分发实验采用卫星发射量
子信号、地面接收的方式，“墨
子号”量子卫星过境时，与河
北兴隆地面光学站建立光链
路，通信距离为 645 公里至
1200公里。卫星上量子诱骗
态光源平均每秒发送4000万
个信号光子，一次过轨对接实
验可生成300千比特（kbit）
的安全密钥，平均成码率可达
1.1千比特/秒（kbps）。

潘建伟介绍，这一成果为
构建覆盖全球的量子保密通

信网络奠定了可靠的技术基
础。以星地量子密钥分发为
基础，将卫星作为可信中继，
可以实现地球上任意两点的
密钥共享，将量子密钥分发范
围扩展到覆盖全球。

《自然》审稿人表示，星地
量子密钥分发成果是“本领域
的一个里程碑”。

地星量子隐形传态实验
采用地面发射纠缠光子、天上
接收的方式，“墨子号”量子卫
星过境时，与海拔5100米的
西藏阿里地面站建立光链
路。地面光源每秒产生8000
个量子隐形传态事例，地面向
卫星发射纠缠光子，实验通信
距离为 500 公里至 1400 公
里，所有6个待传送态均以大
于99.7%的置信度超越经典
极限。

潘建伟介绍，假设在同样
长度的光纤中重复这一工作，
需要3800亿年才能观测到1
个事例。这一成果为未来开
展空间尺度量子通信网络研
究，以及空间量子物理学和量
子引力实验检验等研究奠定
了可靠的技术基础。

《自然》审稿人表示，这些
结果代表了远距离量子通信
持续探索中的重大突破。

《自然》发表两项成果

“墨子号”提前实现
既定科学目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教授在发布会上介绍“墨子号”量子科学实
验卫星有关情况（8月4日摄）。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