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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笔者从上汽通用五菱获悉!宝
骏首款车型即将于

$$

月
$%

日抢先下线!成
为首当其冲的" 合资自主第一车#!同时

$$

月
$%

日也是上汽通用五菱合资八周年纪
念日!选择当天下线意义非凡$

笔者从上汽通用五菱销售公司总经
理杨杰处了解到!" 从

%

月份正式启动招商
工作以来! 已经有超过

&""

家经销商对经
销宝骏汽车感兴趣! 其中近

'""

家表达了
强烈的意愿并进入到实质的商务洽谈$ %

营销和服务渠道的全面铺展标志着宝骏
汽车已经进入亮相倒计时阶段$

!

上汽通用五菱
宝骏('"本月下线

蜂蜜能改善血液的成分! 预防心脑血管
疾病&保护肝脏!对脂肪肝的形成有一定的抑
制作用&蜂蜜还有杀菌的作用'(

但如何识破蜂蜜这" 甜蜜的谎言%!买到
好蜂蜜呢)

何昕说!首先!看状态$ 蜂蜜的颜色或深
或浅!与花蜜品种不同有关!辨别真假蜂蜜!

可将蜂蜜对准阳光或灯光!呈现云雾状!有小
气泡的为真蜂蜜&而假蜂蜜!则鲜艳透亮$

其次!口感不同$ 真蜂蜜入口绵长细腻!

有淡淡的花香味! 有自然的芳香& 假蜂蜜直
甜*香味重!像是蔗糖的甜味!或是添加香料$

最后看重量$ 相同体积的瓶子内装的真
蜂蜜!比掺假蜂蜜的重量要重$此外!买蜂蜜
别图便宜$比如今年郑州的洋槐花蜜蜜源锐
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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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价在
+"

元左右 !而有的超市
售卖的洋槐花蜜一斤几元钱! 这些蜂蜜最好
别买$

" 便宜%蜂蜜 多是甜蜜" 谎言%

郑州发现一些" 人造蜂蜜%!从陈米中提取 食用过多!会使消费者发胖

近日!央视在+ 每周质量报告,中报道!洋槐蜜原料收购价每吨
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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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左右!折合每斤约
$'

元$如果去掉水分损耗*加工包装
等费用!一斤洋槐蜜的生产成本将近

+"

元$

然而!一种蜂博士牌洋槐蜜每斤大约
$'

元的零售价!比洋槐蜜
正常的生产成本还要低$ 该蜂蜜生产厂家负责人承认!蜂蜜中添加
了一种名叫- 果糖%的原料$

这种" 果糖%又叫" 人造蜂蜜%!从陈米中提取$ 由于" 果糖%价格
便宜!掺到蜂蜜里面可以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

昨日!记者在郑州的卖场中!看到了蜂博士牌洋槐蜜的" 身影%$

而一些特价蜂蜜!比蜂博士更便宜!最低
$

斤折合
,-&

元$

中原蜂业协会会长何昕表示!低价蜂蜜其实是" 果糖%$ 果糖食
用过多!会使消费者发胖!易得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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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
./

时许!记者在郑州大学路桃源
路附近的一家大卖场三楼!看到了正在销售的
蜂博士牌洋槐蜜!该蜂蜜每瓶净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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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售
价为

.'-%

元$

负责该区域的一名小伙子说!他们不知道
蜂博士兑" 果糖%的事情!没有接到撤柜通知$

" 我们只是经销商! 厂家只要能完整地提供相
关手续!产品就可以上架$ 至于产品到底合不
合格!我们也没办法检验$ %小伙子表示$

在该卖场的二楼!一种桶装槐花蜂蜜正在
做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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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的槐花蜂蜜!售价
.%-(

元!即一
斤约

,-&

元$

在郑州市交通路与保全街交叉口附近的
一家超市内!同样销售着超低价蜂蜜$ 最便宜
的有两种!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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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的蜂蜜售卖
.)-)

元!另一
种
.///

克的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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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在该超市另一个专门售卖蜂蜜的货架上!

陈列的蜂蜜价格都在每斤
+&

元以上!其中洋槐
蜂蜜要比同一品牌的枣花*荆条蜂蜜贵一到两
元$ 负责此区域的一女士称.- 这里都是好蜂
蜜!没添加任何成分/ 那些不到十块钱一斤的
蜂蜜!应该添0 果糖1了!最好别食用$ #

该女士还透露!这个货架上本来也销售有
价格较低廉的蜂蜜! 央视的报道

..

月
.,

日出来
之后!当天晚上!有些蜂蜜就撤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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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价蜂蜜有猫腻!一些市民开始将目光投向
土蜂蜜$ 家住农业路与桐柏路附近一小区的张先
生发现!小区旁边!有个卖土蜂蜜的!摆几个空箱
子!不见蜜蜂!倒是一年到头不停地卖$ 虽不见蜜
蜂!小区内多个居民仍成了他家土蜂蜜的- 粉丝#$

一个月前!张先生也买了一瓶!价格为
.&

元一斤$他买完后发现!蜂蜜比较稀!入口香味
过重!于是便将土蜂蜜束之高阁$

中原蜂业协会会长何昕提醒! 买土蜂蜜需
小心! 最好别买在郑州郊区或公路旁采蜜售卖
的土蜂蜜!因为近郊的花多有污染!产出的蜂蜜
也不纯正$

他建议.- 到专卖店去购买!是个不错的选
择!特别是厂家专卖店!可信度更高些$ #

- 市面上五六块钱一斤的蜂蜜! 更准确说
是0 果糖1!而不是蜂蜜$ #何昕说!- 果糖#全名
为- 果葡糖浆#!可从大米或玉米中提取$ 做好
的果糖价格一吨从

,&//

元到
&///

元不等$ 多加
- 果糖#!可获暴利$ 纯正的蜂蜜中也含有- 果
糖#!是天然成分!对人体无害&而添加的- 果
糖#!则会使消费者发胖!易得糖尿病$

何昕解释!

+//&

年
./

月!国家质检总局和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公布了新修订的+ 蜂蜜,国
家强制性标准!明确提出蜂蜜产品中- 不得添加
或混入任何淀粉类*糖类*代糖类物质#$蜂蜜之
所以会对人的身体有好处!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就是蜂蜜是一种单糖!因而更容易被人体吸
收! 这也是国家标准中不允许在蜂蜜产品中添
加糖类和代糖类物质的原因所在$

在河南维康蜂业有限公司的一位工作人
员看来!不少商家在蜂蜜中掺加- 果糖#!这已
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

为何添加- 果糖#的蜂蜜能成为合格品!

并在超市*卖场出售)

-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维康蜂业有限公
司该工作人员解释! 他很认同被曝光的销售
经理所说的话222国家目前对蜂蜜产品质量
的监管! 主要检测的就是这几项指标! 如水
分*果糖和葡萄糖含量*蔗糖含量*酸度等3 只
要检测结果符合标准要求!就是合格产品$ 因
此!有些厂商生产的- 果糖%!各项指标都是针
对+ 蜂蜜,国家标准规定而进行研制的!只要
这些指标达标!就视为产品合格了$

- 但是消费者也应该反思$ %他说!因为消
费者对蜂蜜真假不分!且喜欢买便宜蜂蜜!这
促使商家继续掺假! 走低价路线$ 据他们所
知!超市内卖得很火的!往往是低价蜂蜜$ 以
上原因导致了蜂蜜市场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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