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粮食“十连增”让世界瞩目，但粮食

在生产、运输、加工、消费过程中的损失浪费

也十分惊人，尤其是餐桌浪费更是触目惊

心；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出现的“镉大米”、

“地沟油”事件等，再次敲响了食品安全的警

钟。“爱粮节粮、安全食粮”对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与大众健康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河南

省粮食部门做了哪些卓有成效的工作？近

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河南省粮食局流通

与科技发展处处长朱保成。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的指示精神，唤起全社会‘爱粮节

粮、安全食粮’的意识，遏制舌尖上的浪费,

近年来河南省粮食局牵头在全省范围内开

展了一系列活动。”朱保成说。

2013年，河南省粮食局联合河南省教

育厅、共青团河南省委、河南省学生联合会

在全省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和普通高

中、初中，广泛开展了“爱粮节粮、安全食粮”

的征文活动；河南省粮食局联合团省委、省

科协、河南工业大学等，共同主办了以“科学

节粮减损，保障粮食安全”为主要内容的

2013河南省大学生主题辩论赛系列活动；与

省政府食安办联合举办了“打造放心粮油产

品，惠及人民幸福生活”——2013河南省粮

油安全倡议日活动，组织全省80家粮油仓

储、加工龙头企业向全国同行发出了粮油食

品安全倡议；同年6月，在全省启动了食品安

全暨放心主食工程，举办了粮油食品安全知

识大讲堂等一系列有较大影响力的活动。

此外，河南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表彰和

认定了“河南省第一批放心主食（粮油）工程

示范企业”23家。

“近年来,河南省粮食部门在粮食储存

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大力推进农户科学

储粮专项工程建设，制作发放科技‘小粮仓’

12万多套，使农民储粮损失由8%降到2%以

下，每年直接减少农户储粮损失900多万

斤，相当于2万多亩高产粮田的产量。”朱保

成说。

□本报记者李海旭通讯员王铬陈书娟

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粮食损失与浪

费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9%以上，每年损失

总量在5000万吨以上，相当于1.45亿亩良

田的产量。其中每年餐桌上浪费的食物相

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然而，目前我国

尚有2000万贫困人口还没解决温饱问题，

在这个地球上，每天有8亿人在挨饿，5亿

儿童因食品不足，体力、智力得不到充分的

发育，每年饿死的人至少有2000万。这种

现象令人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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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宁陵县进一步加

大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

度，为群众营造安全放心的食品环

境，确保人民群众餐桌“洁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危

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数量大幅攀

升，恶性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也时有

发生。今年1~8月份，宁陵县人民

法院共受理危害食品安全案件39

起。在审判中，该院坚持“快”字优

先，“严”字当头，从保卫公众餐桌

安全、维护辖区社会稳定的角度出

发，对于涉及食品安全犯罪案件，

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判决，打

击犯罪从不手软，依法保障了“舌

尖上的安全”。 （闫占廷）

日前，武陟县质监局按照《焦

作市桶装饮用水专项整治工作方

案》要求，在全县开展桶装饮用水

专项整治行动。

该专项行动主要以端窝打点

为重点，一是依法严格审查桶装水

企业生产许可条件，对不具备与生

产品种、数量相适应的设施设备等

生产条件或条件退化的，一律予以

注销生产许可证；二是加大对桶装

饮用水生产企业的现场监督检查工

作力度，督促生产企业依法组织生

产、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三是严

厉打击饮用水加工生产黑窝点，对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无生产资质

的加工小作坊坚决予以取缔。

截至目前，该局共出动执法人

员85人次,检查有证企业4家，检

查无证加工点12家，责令限期整改

6家，彻底捣毁无证黑作坊6家。

武陟县质监局提醒广大市

民，在选择桶装水时，要认准“QS”

标志，建议优先选购正规品牌桶装

水；在选购一般品牌小水厂产品时

要注意PC水桶和PET水桶的区

别，正规饮用水桶底部应该标明

“PC”、生产厂家和饮用水专用桶

标志，桶表面颜色天蓝透明光滑，

硬度较高而且柔韧，不易破损;质

量差的桶由于添加大量再生塑料，

表面比较粗糙，颜色呈暗黑色。

（陈有福）

新的学期已经开始，为切实保

障广大师生的饮食安全，南召县各

乡镇、有关部门强化学校食堂的监

管，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隐患，

预防和遏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群

体性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

联合检查、集中整治。该县

以政府牵头，组织教育、卫生、防疫

等相关部门，对学校食堂的开办条

件、基础设施、从业人员、管理情况

等进行全面检查，严禁“以包代管”

学校食堂，手续不齐、不符合开办

条件的一律勒令关停，及早消除安

全隐患。

启动倒查机制，完善食品安

全工作责任制。各乡镇明确一名

副乡级领导负责对该项工作的领

导，教育、卫生等相关部门明确专

人管理，各学校校长为直接责任

人，任务层层落实、分解，一旦出现

问题，倒查相关人员的责任。

建立报告制度，完善应急机

制。各乡镇中小学校完善了《学校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适

时开展培训和演练，提高应对处置

突发事件的能力。

该县积极开展食品安全知识

进校园活动，增强学校师生的食品

安全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同时，

加强对学校负责人、食堂卫生管理

人员和从业人员的法律法规和业

务知识培训，提高食品安全保障能

力，确保广大师生的饮食安全。

（陈虹光）

据媒体报道，北京朝来万通

农贸综合批发市场肉类大厅内有

很多摊点销售光鲜白嫩的猪蹄，

然而，这类猪蹄的“美白效果”是

通过“药水”浸泡而来。经第三方

机构检测发现，多个摊位的猪蹄

样本残留双氧水和工业火碱。显

然，美白猪蹄用了障眼法，目的是

让猪蹄好看、个大、白嫩，甚至美

艳——白里透红，从而诱惑和欺

骗消费者。然而，用多种化工原

料整容出来的美白猪蹄却有致命

的危害。

双氧水具有强腐蚀性，一般

不能用做食品添加剂，只有在少

数食品的制作和保鲜时可少量使

用，双氧水用于猪蹄美白是不允

许的。双氧水可致人中毒，产生

腹痛、胸口痛、呼吸困难、呕吐、一

时性运动和感觉障碍、体温升高

等，还可致癌。火碱可使猪蹄吸

水增重，而且火碱具有强腐蚀性，

食入可造成消化道灼伤，黏膜糜

烂、出血和休克。

显然，双氧水、火碱是不允许

用于食品加工的，而亚硝酸钠尽

管可用于食品加工，却有严格的

限量。商贩使用双氧水、火碱对

猪蹄美容是违法，而使用亚硝酸

钠过量的话也属于违法。

美白猪蹄的存在，提出了食

品安全的几个永恒问题。一是食

品监管不容许一丝一毫的松懈，

需要年年月月甚至天天监管，否

则就有可能让不法商贩钻空子。

二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如何辨

别好的和安全卫生的食品。一些

商贩为了牟取暴利，会使用障眼

法，以次充好，现在则会利用多种

化学方法对食品乔装打扮，甚至美

容整容，诱骗不具备专业知识的消

费者购买，如现在的美白猪蹄。这

也逼迫消费者不得不多长一个心

眼，对于那些卖相“好”得离谱的食

品，需要打一个问号，是否不正常，

是否有诈，最好请教专家。

具体到如何识别美白猪蹄

上，一般猪蹄当然是既硬又紧，如

果外观白胖而且白里透红，就是

不正常，所以需要看、闻、摸来辨

别。再联系到其他一些食品，也

主要是用看、闻、摸，甚至口尝等

方法进行简单的辨别。例如，人

们三餐离不开的大米就可以用类

似的方法来辨别。看大米是看大

米的色泽，是否清白，呈半透明

状；还要看形态，颗粒是否整齐、

均匀；也要看有无黄粒米、霉变粒

和病斑粒。

当然，食品知识的内容可谓

名目繁多，内容巨量，让消费者有

苦不堪言之感，但是，现实情况逼

迫人们不得不有这种紧迫感和责

任感。如果对自己吃的食品都不

努力学习辨别好坏和精心选择，

上当受骗的几率无疑就会增加，

对自我的健康和安全也难以保

证。 （张田勘）

研究发现，吃盐过多会增加患2型

糖尿病、中风、心衰、肾病等风险。然

而，人们在吃盐方面还存在多个误区。

美国《医药日报》近日载文，刊出美国心

脏协会总结出的“对食盐的5个常见误

解”。

误解1.吃盐越少越健康

吃盐太多（钠摄入过量）不利健康，

但是完全避开钠盐也会对健康产生不

良影响。通过食盐摄入足量的钠有助

于维持身体体液平衡，有益神经及肌肉

健康。摄入过少易导致低钠血症，出现

软弱乏力、恶心呕吐、头痛嗜睡、肌肉痛

性痉挛等症状。

误解2.海盐比食盐含钠少

美国心脏病协会一项调查显示，

61%的人认为，海盐比食盐含钠更

少。事实上，海盐与食盐的含钠量相

同，都为40%。蕾切尔·约翰逊博士表

示，虽然海盐富含镁、钾和钙等微量元

素，但是这些营养素也可通过其他食

物获得。

误解3.炒菜不加盐，钠就不过量

美国调查发现，日常饮食中，超过

75%的钠来自加工食品。超市中现成

的汤料包、沙拉酱、罐装或瓶装食品等

都含有很多钠。食物标签上“低钠”定

义为“不超过140毫克”，而“无盐”或

“不加盐”也并不等于“无钠”。

误解4.大量的钠只存在于食物中

除了多盐食物之外，很多非处方药

也含有大量的钠。高血压人群应注意

这些药物标签上的警示语。有些药物

的钠含量甚至达到一天的钠摄入量

（1500毫克）。

误解5．盐放少了没有味道

限制钠盐摄入量，并不等于无法享

受美食。新鲜大蒜粉、洋葱粉、黑胡椒

粉、醋、柠檬汁及低盐调味料同样可以

让食物更加可口。 （徐江）

“要是按一袋香菇8到10元的纯利润来

算，估计今年我这100万袋香菇能赚800万到

1000万元。”当问及今年香菇收入怎么样时，

在西峡县重阳镇云台村的香菇大棚里,种植户

李保仓指着大棚里一排排香菇这样对记者说。

今年是李保仓种植香菇的第5个年头

了。1998年，像其他村民一样，李保仓也在

自家地里种植香菇，但是规模很小，只有两三

千袋，仅够养家糊口。当他看到电视上许多

农民靠种植赚钱的报道，心想自己为什么不

能靠种香菇赚钱呢？说干就干，李保仓在研

究市场时，发现在西峡很少人种植夏菇，而夏

菇出菇期在每年的6~10月份，正值炎热夏

季，是各种食用菌种植的淡季，鲜夏菇的供应

常常出现断档。因而当地的许多香菇加工企

业，都因缺乏原材料而不得不在夏季停产。

鲜夏菇的价格比旺季时的冬菇价格高3~5

倍，所以，种植夏菇很有发展潜力。

但是，李保仓原来种的都是冬菇，对于夏

菇种植技术一无所知。恰逢镇政府大力鼓励

村民种植反季节香菇，并多次组织干部群众

到陕西、福建、湖北等地考察学习。李保仓搭

上了政府的这趟“顺风车”，学会夏菇种植技

术,开展了林下夏菇种植模式。

2009年冬天，他开始着手筹备夏菇种

植。但是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由于

缺乏管理经验，夏季温度高，很多菇袋都烂掉

了，第一年李保仓就亏了十五六万元。这个数

字也许对于有些人不算太大，但对于一个普通

的农民家庭，就难以承受了，再加上第一年香

菇大棚基础设施建设等一次性投资很大，又有

贷款压力，他一度有了放弃的念头。镇政府得

知情况后，帮他协调了15万元贷款，发展了20

万袋夏菇。“要不是镇上帮我贷款解了燃眉之

急，我都没办法再干下去了。”李保仓回忆说。

在汲取了第一年失败的教训后，李保仓

用心钻研香菇种植和管理技术，在第二年基

本上就实现了收支持平，并有微利，他的夏

菇种植开始步入了快车道。第三年，他和

本村的5家村民，租了村边一片闲置的200

亩杨树林，开始了联合种植，集中管理。在

茂密的杨树林里，一排排菌棒整齐地排列

在地上，平均每亩能种植1万袋。在现有的

150万袋香菇中，李保仓拥有100万袋，其

他几家共有50万袋。在每年的香菇销售季

节，李保仓负责集中收购，再把香菇卖出去，

在销路上为其他种植户解除了后顾之忧。“原

来那个20吨的保鲜库已经不够用了，今年，

我打算再建一个保鲜库。”李保仓对未来充满

了信心。

李保仓靠着勤劳和智慧，走上了致富路，

也成为重阳镇种植香菇的示范专业户。

“功能这么齐全的挂面，我还是第一次

见到！”在第六届香港食品饮料展会上，来

自禹州市思源实业有限公司的功能性挂面

引得参展的香港市民大为惊叹。“在现场试

吃过的市民大都带回家几袋，相比日韩进

口的同类产品，我们的挂面更实惠。”思源

公司总经理董俊营这样告诉记者。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养生保健

意识也在不断增强。根据中医“药食同

源”的理念，思源实业有限公司开始把目

光瞄准了功能性挂面，希望让人们通过一

日三餐就能把身体调理好。该公司细分

目标消费人群，精准定位，结合不同人群

的需求，设计出具有不同功能的挂面。目

前已推出 5 个系列的功能性挂面，其中

“月子面”已获得国家专利。

月子面，是该公司根据产妇需要、专

门为刚生完孩子的新妈妈设计的系列挂

面礼盒，礼盒里装有催乳功能的苜蓿面，

有止血生血功能的莲藕红枣面，有调经活

血美容养颜的益母草面，有养心补气、祛

湿消肿的薏米红豆面，可以全方位调理产

妇的身体。

紫薯红枣挂面，是专为女士美容养颜

而研发生产的。董俊营介绍说，紫薯中含

有丰富的蛋白质和18种氨基酸，同时还含

有的硒和铁元素具有抗衰老、抗疲劳作用；

而红枣具有补血益气美颜之功效，民间素

有“天天吃红枣，一生不显老”的说法。对

于爱美的女士来说，美丽是可以吃出来的。

还有专为儿童设计的“菇食慧”系列

挂面。该产品是将鲜菇榨汁和面，并将大

豆卵磷脂磨成粉按一定的比例加入面粉

中，制成了杏鲍菇挂面、茶树菇挂面、金针

菇挂面，有助于促进儿童的智力发育。“我

们还开发生产了黑麦荞麦挂面，在五行

中，黑生水，而肾属水，黑麦具有补肾作

用，特别适合男士食用。而荞麦，有降低

人体血脂、软化血管、防治糖尿病、促进机

体新陈代谢的功效。黑麦和荞麦结合，降

糖补肾，既可以防治‘三高’，又可以养肾

固本，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食用。”董俊营自

豪地介绍说。今年 ，思源公司针对素食

人群的口味推出了素斋面，天然小麦制

作、清汤煮之，清香淡雅。

“公司正在申报河南省面食品功能技

术中心，我们准备把面做成一种文化，作

为一生的事业。”董俊营说。如果说此前

思源公司经销的面粉主要是靠量取胜，那

么现在的思源公司正向高精尖产品转变，

借助于香港这块跳板，把功能性挂面推向

全世界。这是思源公司近年来一直专注

的目标。

访谈·行政监管

唤起爱粮节粮意识
遏制舌尖上的浪费
——访河南省粮食局流通与科技发展处处长朱保成

消费警示

对食盐的
常见误解

思源面业：药膳挂面创出特色
□本报记者李海旭通讯员陈书娟鲍惠丹

夏菇种植大户——李保仓

食评

卖相好得离谱
心里要打问号

行业动态

宁陵县重拳出击

有力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武陟县质监局

开展桶装饮用水专项整治行动

南召县多措并举

强化学校食堂安全监管

□本报记者李海旭

10月13日，南阳仲景大厨房公司香菇酱

生产车间的工人们正在紧张生产。该公司利

用西峡香菇原产地资源优势，研制出集佐餐、

调味于一体的香菇酱系列产品，生产的西峡

仲景香菇酱被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授

予“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称号。

仲景香菇酱是我国首创的发酵型香菇

产品，集优质原料、专利技术、美味营养于

一身，自2008年8月8日开始投放市场，通

过持续不断的市场推广，影响力不断扩大，

销售量快速上升，逐步成为标志性地方特

色产品。 封德 摄

仲景大厨房 拉长产业链条 促进致富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