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食品价格走势监测
（河南商务信息播报）

据河南省商务厅监测，
上周我省生活必需品市场运
行平稳，近六成生活必需品
价格走高。分大类看，猪肉、
鸡蛋、食盐价格走高，粮食、
桶装食用油价格保持稳定，
禽类、蔬菜、水产品、水果、食
糖、奶制品价格回落。

粮食零售价保持稳定。
其中小包装大米、小包装面粉
零售价均与前一周持平。目
前我省粮食市场供需格局宽
松，在需求等因素没有明显变
化的情况下，预计后期我省粮
价将于现有价位平稳运行。

桶装食用油零售价保持
稳 定 。 其 中 大 豆 油 下 降
0.26%，菜籽油环比分别上涨
0.06%。受国际原料价格下
跌、季节性消费需求偏淡的影
响，预计后期我省食用油价格
将延续弱势震荡的行情。

猪肉零售价小幅走高。
上周我省猪肉零售价较前一
周上涨 0.57%，其中鲜猪肉、
精瘦肉、五花肉零售价环比
分 别 上 涨 0.78% 、0.58% 、
0.33%。受短期内适重生猪
和可出栏生猪数量整体偏
高、消费淡季等因素影响，预
计后期我省猪肉价格仍将弱

势震荡。
禽蛋价格涨跌各异。上

周我省白条鸡零售价较前一
周下降0.33%；鸡蛋零售价较
前一周上涨2.2%。受蛋鸡产
蛋量下降，消费需求增加的
影响，预计后期我省鸡蛋价
格仍有小幅走高的压力。

蔬菜批发价小幅走低。
上周我省蔬菜批发价较前一
周下降 1.31%。其中叶菜类
蔬菜中的圆白菜、芹菜环比
分别上涨 16.67%、5.15%；瓜
果类蔬菜中的冬瓜、豆角、茄
子、西红柿、苦瓜环比分别下
降 13.41% 、10.1% 、6.98% 、
2.7%、2.63%。受未来全省
范围内高温阴雨天气的影
响，预计后期我省蔬菜价格
将有小幅走高的压力。

水果批发价小幅回落。
上周我省水果批发价较前一
周下降 7.36%。其中西瓜、
梨、苹果、葡萄、香蕉环比分
别 下 降 20.2% 、16.48% 、
8.37%、2.92%、1.05%。受上
市量持续增加的影响，西瓜
价格继续顺势回落。随着夏
季时令水果的上市，预计后
期我省水果价格将有继续走
低的可能。

上周我省近六成生活必需品价格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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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事
关注 食品安全宣传：

如何发挥最有效监管效能？
本报记者 闫良生 陈天恩

食事
快讯

一段时间，食品安全事故接连
发生，媒体曝光事件接踵而来，网上
吐糟帖子层出不穷，街头巷尾热议
不断，食品安全舆论环境堪忧。曝
光信息有真有假，有虚有实，尽管多
个事件最终澄清道明，但对食品安
全舆论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副省
长、省食安委副主任王艳玲在我省
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上指出，
牢固树立“宣传也是监管，而且是最
有效监管”的理念，积聚社会共治正
能量。对此，网友们纷纷为其“点
赞”。如何真正发挥宣传的监管效
能？请看我省在这方面的探索。

科普宣传：及时回应公众热点

【现象点击】“地沟油”事件发生
后的一段时间，火锅、油条等油炸食
品市场遇冷。另外，多数消费者对
食品添加剂误解很深，以至于食品
添加剂成为食品安全事故的“罪魁
祸首”。毒奶粉事件发生以后，出现
严重的国产奶信任危机，至今一些
消费者坚持选择高价进口奶粉。

【记者探析】一起事故打击一
个行业，一个孤例当做普遍现象，
一个事件演变成为事故。这就是
当 下 食 品 安 全 舆 论 环 境 的“ 面
孔”。假如科普宣传常态化，宣传
语言口语化，科普教育经常化，相

信公众会理性看待事故，热点问题
也就不再“热”了。

【解决之道】记者注意到，今年
我省各监管部门开展食品安全宣
传周主题活动中，几乎清一色的举
办“公众开放日”活动，加强与公众
互动，呼唤公众参与监督治理。与
此同时，省食安办还牵头组织首届
食品安全与发展论坛，并加强与新
媒体、新食客、新论见等方面的网
络互动，从各个渠道宣传相关政
策，解读热点话题，普及专业知

识。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今后与
公众互动活动将逐渐常态化，形成
持续影响。

创新宣传：快速应对突发事件

【现象点击】2008 年 9 月三鹿
奶粉事件爆发。9 月 9 日，甘肃兰
州晨报首次报道“14名婴幼儿同患

‘肾结石’”；9 月 11 日，《东方早报》
首次公开提名“三鹿”，同日上午，
甘肃卫生厅就“奶粉事件”召开新
闻通报会；9 月 13 日，党中央、国务

院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I级
响应，并成立应急处置领导小组。

【记者探析】“三鹿事件”再次
给予我们启示：在食品安全事故或
突发事件发生时，作为政府和新闻
媒体不能瞒、不能等、不虚报，采用
多种渠道第一速度发出准确信息，
第一时间发出权威声音，尽量减小
对社会伤害。

【解决之道】如何确保“第一时
间”？省政府副秘书长、省食安办
主任、省食药监局局长朱长青在媒
体面对面活动中表示：“新组建的
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单独成立了新
闻宣传处，通过这个平台融合监管
部门、新闻媒体、专家学者、生产企
业等多方资源，构架左右联动，信
息互通的快速通道，一旦发生紧急
事件，第一时间以最权威的发布，
最准确的声音，最快速的渠道告知
公众，避免舆论危机，为解决事件
提供良好舆论环境。”

新闻宣传：良性引导净化舆论

【现象点击】去年网上曝出某
知名快餐连锁餐厅的食用冰块比
马桶水还脏，引发网友轩然大波；

“速成鸡”被网友质疑后，多家媒体
重复、交叉的跟风报道，引来消费
者对肉鸡的排斥。类似多起食品

安全“乌龙”事件，让全社会和消费
者误以为“天下食品，无一安全”，
负面效应积聚延伸和扩散。

【记者探析】为什么“量数决定
毒性”的科学认知仍然被公众轻
视？我们看到，个别媒体不经论证
炮轰，网友不管真假跟风，公众不
明真相猜疑，企业面对误解选择沉
默。这仅仅是表象。其内因还在
信息渠道不通畅，信息报道不准
确，风险交流不到位，社会认知有
偏差。

【解决之道】省食安办副主任、
省食药监局副局长张红林表示：

“我们正在积极探索风险交流的创
新举措。目前，省食安办正联合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等多家媒体单位
酝酿筹建食品药品新闻协会，并联
手权威专家开展专业培训，加强与
全社会的互动互知，逐渐纠正和消
除广大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现状的
误区和盲区，提高全社会的科学认
知素养；此外，我们也积极拟定并
组织实施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
制度，筹建统一的信息发布平台，
定期或适时发布权威的食品安全
信息，同时加强和新闻宣传管理部
门合作，及时澄清不实信息误导，
把握食品安全舆论导向，引导公众
健康消费。”

食事
图说

为了深入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保
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食品
安全，7月9日上午，二七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
记李章坤带领市区两级人
大代表考察了全区食品安
全工作。

郑州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二七分局不断创新
监管模式，积极推行监管
工作信息化建设，努力做
到科学监管、效能监管，于
2012年创新提出非现场监
管模式，对高校食堂及大
型餐饮单位实施远程电子
视频监控。该局在全省率先试点，在辖区餐饮
服务单位安装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数字化监管
系统，利用电脑、手机等终端对重要部位食品
安全实施实时管控，为餐饮食品安全监管装上
了“千里眼”。二七区政府将该项工作列为
2014年区民生十大实事之一，在大中型餐饮单

位、学校食堂推广实施，同时也将积极向药械
生产经营企业大力推广实施。代表们先后来
到张福记、华豫川、鸿茂斋、杨记清芳拉面四家
餐饮单位，查看后厨卫生条件，翻阅进货台账，
了解经营管理情况，提出意见建议。

（王茜）

人大代表考察企业食品安全工作

近些年，食品安全一直处
在风口浪尖，很多人对食品安
全不信任，认为吃啥都不安全，
甚至提食品而色变。面对大家
对食品安全的质疑，厂家、经销
商等工作人员称，食品绝大多
数是安全的，大家之所以对食
品安全产生恐慌心理，多数是
对现代食品工业不了解，科学
知识普及得不够造成的。

在信息时代、知识经济的当
今，我们每天的生活、工作都要
接触到新闻媒体并不知不觉地
受其影响，新闻媒体的重要性自
然不必多言。新闻媒体的舆论
宣传能够发挥统一思想认识、发
展形成理论、引导推动实践等重
要作用。正如副省长、省食安委
副主任王艳玲在我省食品安全
宣传周启动仪式上所言：“宣传
也是监管，而且是最有效监管。”

目前，食品安全形势日益
严峻，食品安全事故屡见报端，
人民群众对于食品安全情况的
关心也呼唤着新闻媒体多多关
注食品安全。在这种情况下，
非常需要向普通消费者宣传食
品安全知识，提高他们判断选
择安全食品的能力，也就是增
强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
保护能力。单靠政府以质量活
动月、营养知识咨询等形式开
展食品安全知识宣传是不够
的。《食品安全法》规定：“新闻
媒体应当无偿开展食品安全知
识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

知识的公益宣传。
新闻媒体是面向整个社

会，普及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以
及食品安全标准的重要平台，
依据这些内容呼吁食品生产经
营者承担食品安全责任，配合
有关监管部门宣传食品安全法
律法规以及食品安全标准，倡
导大众健康的饮食方式，增强
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
保护能力等。旨在引起整个社
会的关注、共鸣、同情和响应。
新闻宣传不是简单的说教，而
是以倡导的方式进行平等交
流，通过美的形式潜移默化地
感染和打动人们的心灵，起到
教育、启迪的作用。

舆论监督具有事实公开、传
播快速、影响广泛、揭露深刻、导
向明显、处置及时等特性和优势，
能够迅速将人们的注意力聚焦，
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引起政府
高度关注，促使司法机关秉公办
事，对腐败分子及时依法严惩。
新闻媒体在进行宣传普及食品安
全知识的同时更要通过新闻媒体
的宣传报道对制造食品不安全事
件的不法之徒进行曝光和揭露，
抨击时弊，抑恶扬善。

食品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
做好食品安全宣传报道及普及
工作，除了监管部门履行好责任
外，更需要全社会的参与。而动
员社会的力量，就需要我们搞好
食安宣传报道工作，提高全社会
的食品安全意识。

充分发挥宣传的有效监管职能
□ 郭皓月

食话
食说

● 7 月 10 日，河南省高院、
河南省检察院、河南省食安办、河
南省公安厅等 10 部门联合发布
了一份名为《关于依法办理危害
食品安全刑事案件若干意见》的
新规，要求以“最严谨的标准、最
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
肃的问责”来维护“餐桌安全”。

《意见》提出，对食品安全犯罪，行

政执法要严格依法处理避免以罚
代刑；公安机关要严格慎用非羁
押措施，从严把握取保候审措施；
检察机关要严格慎用不起诉；法
院要严格适用缓免刑。针对社会
影响重大的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
件，《意见》还提出须进行挂牌督
办，一查到底。同时在定罪量刑
方面，可以召集相关专家进行论
证，或者出庭接受询问，专家意见
可以结合其他相关证据作为定罪
量刑的参考依据。

——河南省食安办

● 我省今年为保卫“舌尖
上 的 安 全 ”，各 部 门 纷 纷 出 重
拳。省高级法院副巡视员周明
杰介绍，上半年审结危害食品安
全犯罪案件1325件，生效判决人
数1592人，案件数量和判决人数
比去年同期增加 215%。省公安
厅副厅长陈志中称，今年以来，
全省治安系统共破获各类食品
犯罪案件 1004 起，捣毁窝点 364
个，判决人数 1592 人同比增加
215%，1089人被警方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 ——新华网

食事
养生

蓝莓是一种小型的蓝紫色浆
果，球形或椭圆形，果皮上有白色果
霜，果肉细腻，种子极小，果实全部
可以食用，味道酸甜可口，具有宜人
的芳香，是一种美味又营养的水果。

蓝莓的学名叫越橘或蓝果越
橘，它是越橘属植物中的一种。
蓝莓的英文名是 Blueberry，意为
蓝色的浆果。蓝莓是地球上少有
的蓝色食物之一。

人们发现蓝莓的营养价值与
一场战争有关。受到英国空军飞
行员报告的启发，法国和意大利的
科学家开始对蓝莓反复研究，最早
确认对眼睛有疗效的临床实验是
1964年。经过反复实验，证明了蓝
莓对眼睛疾病起到的作用，并想到
了要将它当成医药品来利用，1967
年，意大利开发了“医药品第一
号”，这是蓝莓开发过程中值得纪
念的里程碑，1976年以医药的形式
在意大利得到开发许可。这种二
十几年前开发的药物，是以蓝莓为
材料的古老医药品，目前仍然广泛
适用于眼疾的治疗和预防。这种
药物可以被使用这么久事实证明
了蓝莓的效果，后来，以蓝莓为主
的医药品在欧洲各地大量开发。

蓝莓除了能保护、提高视力，
还具有抗氧化作用。经美国农业
部门测试了40种不同的高营养价
值水果及蔬菜，结果发现蓝莓的抗
氧化能力最高。当身体长期受紫
外线、空气污染、毒素和其他日常
因素的侵害，细胞便会被夺去其关

键分子，变成不稳定的自由基。然
后这些自由基便开始疯狂地攻击
其他细胞，企图从其他细胞上撷取
所需的分子以稳定自己的状态。
如果他们杀死目标细胞，情况都不
会太糟，但通常这些自由基只对那
些细胞造成损害，故此那些被损害
的细胞会继续复制，并衍生出新的
被损坏及病变的细胞。这些疯狂
的自由基会造成连锁反应，导致提
早老化、身体功能失调及其他严重
的健康问题。抗氧化物可稳定自
由基，在自由基开始进行破坏前把
它捕捉起来，抗氧化物会锁住并破
坏已变坏的细胞，令我们的身体保
持健康。

遗憾的是，蓝莓这么好，但是
采摘困难，人工栽培蓝莓的面积也
不大，另外蓝莓果实成熟后非常不
易储存，想吃到新鲜的蓝莓非常
难。吉林东北虎药业有限公司下
属企业新科奇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把蓝莓开发成系列产品，包括蓝莓
花青素原液、蓝莓果粉、蓝莓汁糖、
蓝莓果干、蓝莓酒等，满足了热爱健
康的人士对蓝莓的需求。设在郑
东新区的“蓝色诱惑”专营店，就是
河南蓝麟商贸有限公司旗下以经
营蓝莓系列产品为主的展示店。

“蓝色诱惑”地址：郑州市郑
东新区东风东路与天时路交叉口
向南200米路东

咨询电话：0371-86632673
温馨提醒：持本期报纸到店

者，均可获赠蓝莓果粉两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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