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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选酱油和醋
这些知识和指标咱得先懂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蔡君彦 文图

开门七件事：柴米
油盐酱醋茶。人间烟
火味，离不开美味的食
物，也离不开调味品的
加持，咱老百姓日常做
饭时，酱油和醋是家家
都少不了的。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
的《关于加强酱油和食
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的公告》（以下简称《公
告》）中指出：“酱油和
食醋生产企业不得再
生产销售标示为‘配制
酱油’‘配制食醋’的产
品。”

那么，“配制酱油”
“配制食醋”与酿造酱
油、酿造食醋该如何区
别？消费者又该怎样
从琳琅满目的货架上，
挑选出更优质的酱油
和醋呢？

应真实合法标注食品标识
配制的不能叫酱油、醋

吃了好多年，您清楚酱
油、醋的准确定义吗？来看
标准答案——

依据相关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酱油是以大豆和/或脱
脂大豆、小麦和/或小麦粉
和/或麦麸为主要原料，经微
生物发酵制成的具有特殊
色、香、味的液体调味品；食
醋是单独或混合使用各种含
有淀粉、糖的物料、食用酒
精，经微生物发酵酿制而成
的液体酸性调味品。

根据《公告》要求，酱油
生产应当具有完整的发酵酿
造工艺，不得使用酸水解植
物蛋白调味液等原料配制生
产酱油；食醋生产应当具有
完整的发酵酿造工艺，不得
使用冰乙酸等原料配制生产
食醋。

酱油和食醋产品应当真
实合法标注食品标识，在标
签醒目位置清晰标注“酱油”

“食醋”等标准规定名称，真
实准确标注各种食品原料和
食品添加剂。

不符合酱油和食醋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的调味品，不
得标注“酱油”“食醋”名称
或类别。酱油和食醋生产企
业不得再生产销售标示为

“配制酱油”“配制食醋”的产
品……

酿造与配制之间生产工艺、耗时和成本差别很大

酿造的酱油、食醋，与“配制酱油”
“配制食醋”之间，区别在哪儿？

“酿造酱油、醋对主要原料有要
求，经微生物发酵制成；配制的话，则
不经过天然发酵过程，直接勾兑而
成。”一位不愿具名的市场监管部门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配制酱油”里会
添加酸水解植物蛋白调味液等原料，

“配制食醋”里会添加冰乙酸等原料，
生产工艺简单，生产耗时短，成本也
低。比如，酿造酱油一般需要 3个月
以上的制作时间，“配制酱油”仅仅只
要几个小时；酿造醋的成本，1吨至少
需要上千元，而勾兑醋1吨成本甚至
不到100元。

该负责人表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明确“酱油和食醋生产企业不得再生产
销售标示为‘配制酱油’‘配制食醋’的
产品”背后，是为消费者的健康保驾护
航。据介绍，“配制酱油”在制作过程
中，不仅将酿造酱油进一步稀释，降低
营养价值，而且存在氯丙醇超标的风
险，氯丙醇类化合物对人体的肝、肾、神
经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皆有一定的毒
性，危害消费者健康；食用“配制食醋”
短时间内身体不会感到不适，但如果长
期食用，容易对胃肠功能较弱的人群造
成刺激性反应……

“质量好坏是生产出来的，源头监
控是关键。”“消费者也要擦亮眼睛，提
高辨识能力。”《公告》一出，网友纷纷
热议。

消费者要看名称还要懂指标

河南省食品工业科学研究所专
业人士告诉记者，对消费者而言，首
先要意识到，酱油、醋和其他商品一
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的产品，经过
相关部门层层把关，安全性方面大
可放心。而如果要优中选优的话，
就要学会看门道——

看名称。根据最新的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酱油、食醋都是以谷物粮
食等为原料，经微生物发酵酿制而成
的，那些由酿造酱油、“酸水解植物蛋
白调味液”或酿造食醋、“冰醋酸”配制
成的产品，现在被称为复合调味料，
不能再叫做酱油或食醋。购买时，注
意查看食品标签的产品名称就可以。

看产品标准号。酱油的标准代
号是GB/T18186，醋的标准代号是
GB/T18187，这是符合国家食品安
全卫生标准的体现。

懂指标。要看原料表、配料表的成
分，还一定要看准它们的关键性指标，
食醋的总酸度和酱油的氨基酸态氮。

其中，总酸含量越高的食醋，发
酵越透彻，酸味越浓；发酵过程同时
产生的氨基酸、有机酸等物质也越
丰富。与此同类，若酱油中没有添
加谷氨酸钠等提鲜的物质，那么，氨
基酸态氮含量越高的酱油，通常有
更浓的鲜味，相对来说品质更佳。

根据酿造酱油国家标准，酿造酱
油中氨基酸态氮的含量≥0.4克/100
毫升，一级酱油的氨基酸态氮含量要
达到0.7克/100毫升，特级酱油要达
到 0.8 克/100毫升，氨基酸态氮越
高，说明酱油品质鲜味越好。

外出就餐时，可以凭口感区别，比
如，酿制醋口味醇和，酸味持久；配制
醋酸味浓烈呛人，回味有点苦涩。

根据《公告》要求，各地市场监
管部门要加强对酱油和食醋生产
经营者的监督检查，组织开展酱油
和食醋产品抽样检验。依法查处
使用酸水解植物蛋白调味液等原
料配制生产酱油、使用冰乙酸等原
料配制生产食醋、产品标识虚假标
注等违法行为，严厉打击使用工业
盐、工业醋酸等非食用物质生产食
品的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一律
移送公安机关。

新规落地实施，关系到千家万户的
餐桌“味道”。那么，目前郑州卖场里的
酱油、醋是如何标注的？记者进行了走
访。

在东风路一家大卖场的调味汁区
域，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有上百种，
每瓶的价值从几元到30多元不等。细
看发现，“金标生抽”“草菇老抽”“恒顺
姜汁醋”“原味鲜蒸鱼豉油”等多个知名
品牌的食品标识上，都有“酿造”字样，
有的还大字号标注“零添加”。

其中，货架上有一款产品名称为凉
拌汁（液态符合调味料），原料包括：酿造
酱油、水、食用盐、酿造食醋、白砂糖、谷
氨酸钠等。

十几分钟内，先后5拨顾客来到货
架前挑选。“我买酱油、醋，主要看牌子

看价格，多买几种比较比较，觉得哪种
味道好就经常买。”市民崔女士说，挑选
时全凭个人经验和喜好，不会仔细看配
料表和关键成分的含量。和妻子一起
逛超市的陈先生说，做饭少不了酱油、
醋，他的理念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小
时候在农村老家，都买散装的酱油、醋，
特别便宜，肯定是配制的。”

记者又走访了文博西路、白庙路上
的几家零售商店，也未发现有“配制酱
油”和“配制食醋”字样的产品销售。

不过，记者试着在电商平台上搜
索发现，有网店仍在售卖“配制酱油”
和“配制食醋”，其中，一塑料桶7公斤
装的“配制酱油”，售价101元，也有一
些进口配制酱油，500毫升售价三四十
元……

货架上酱油、醋琳琅满目“酿造”标识明显

相关链接

每注金额
8769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1180期中奖号码
4 12 13 14 22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338252元，中奖
总金额为147988元。

中奖注数
7注

240注
3961注
163注
151注
19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1180期

单注金额
1040 元
346 元
173 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965220元。

中奖注数
554注
455注
0 注

中奖号码：1 4 4
“排列3”第21180期中奖号码

9 3 0
“排列5”第21180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21078期中奖号码

0 7 3 3 1 8 +7

9 3 0 9 7

0 元
11961元
1850元
200 元
50 元
10 元
5 元

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一等奖（7+0）
二等奖（6+1）
三等奖（6+0）
四等奖（5+1）
五等奖（5+0）
六等奖（4+1）
七等奖（4+0）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奖级
每注
金额

01 05 09 17 19 28 29 30

第2021078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注
14 注

181 注
627注

5925 注
10509 注
64143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1 注
4注

46注
133 注
406注

1896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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