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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 新装备
德润超市开学季，各种卡通学习装备、床上

用品、清洁用品超低折扣。8.26-9.4 买学生文
具、办公文具满20送 5元现金抵用券一张，抵
用券次日使用，可购全场任意商品。

中秋好礼庆团圆
中秋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啦，提前囤好美食

迎接中秋团聚，德润超市品牌礼盒月饼大特
惠 ，各 种 散 装 月 饼 很 实 惠 ，等 你 来 购 哦 。
8.24-8.31 凡在德润超市购物满 38元（名烟名
酒满100元、特价大米、油、鸡蛋除外）的顾客即
可在德润超市三楼服务台凭超市收银小票领
取10元月饼抵用券一张（抵用券次日使用，详
见使用细则），单张收银小票限领2张。

会员积分当钱花 超值兑
攒积分兑现金券，换礼品乐享实惠。德润

超市会员积分活动九月份开始，持德润会员卡
可兑换积分专享现金抵用券或超值礼品，实惠
多多，赶快行动起来，来德润攒积分吧！(张艳)

奶茶固体饮料是以茶叶的提
取液或其提取物或直接以茶粉、
乳或乳制品为原料，可添加糖（包
括食糖和淀粉糖）和（或）甜味剂、
植脂末等一种或几种其他食品原
辅料和食品添加剂，经加工制成
供冲调饮用的固体饮料。

一、放阴凉干燥处保存
由于奶茶固体饮料的产品特

性，应将产品放置阴凉干燥处保
存。环境温度过高会影响奶茶固
体饮料品质，要避免阳光直射；奶
茶固体饮料容易吸潮，要远离湿
度较大的地方。

二、热饮时当心烫口
饮用热的奶茶饮料时要注意

避免发生烫伤。
三、防止噎喉
椰果奶茶、珍珠奶茶、果蔬奶

茶等是用奶茶粉分别和椰果粒、
珍珠Q果或红豆粒、红枣粒组合
而成。三岁以下儿童或老人在饮
用这些产品时存在进入气管或支
气管的隐患，儿童须在监护人的
指导下食用，老年人应小心饮用。

四、注意过多添加糖的摄入
由于奶茶固体饮料中含有添

加糖，添加糖摄入过多会增加龋
齿、超重肥胖的危险，建议适量饮
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
版）建议，添加糖的摄入量每天不
超过 50 克，最好控制在 25 克以
下。 （健康）

《如何吃得更安全——

食品安全消费提示》之十

奶茶固体饮料
的消费提示

本报讯（记者 王建生）8月23日，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今年第122号
通告，公布6批次不合格食品情况，其中，天
猫、京东、一号店等电商平台所售产品均上
榜。

通告说，近期，国家食药监总局组织抽
检水产制品、蜂产品、调味品、食糖、蔬菜制
品、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乳制品等7类食
品430批次样品，检出不合格样品6批次。

不合格产品情况如下：
轩记旗舰店在天猫（网站）销售的标称

连云港珍仙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轩记海
带，铅（以Pb计）检出值为 2.3 mg/kg。比
标准规定（不超过1.0 mg/kg〈干重计〉）高
出1.3倍。

岐秦食品专营店在天猫（网站）商城销
售的标称岐山县岐味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的 岐 山 香 醋 ，菌 落 总 数 检 出 值 为
14000CFU/ml。 比 标 准 规 定（不 超 过
10000CFU/ml）高40%。

京东商城自营店在其网站销售的标称
北京开元益通商贸有限公司望都分公司生

产的田人单晶体冰糖，二氧化硫检出值为
46.3 mg/kg。比标准规定（不超过20 mg/
kg）高出1.3倍。

特瑞肯食品专营店在一号店（网站）销
售的标称北京杨林工贸有限公司生产的厨
小丫单晶冰糖，二氧化硫检出值为 42.4
mg/kg。比标准规定（不超过 20 mg/kg）
高出1.1倍。

彭州市天彭镇文广调味品店销售的标
称四川省彭州市顺香调味食品厂生产的小
米辣，二氧化硫检出值为 0.16g/kg。比标
准规定（不超过0.1g/kg）高60%。

南京市鼓楼区食安万家百货超市店销
售的标称江苏日高蜂产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蜂花粉（油菜），铅检出值为2.1 mg/kg。比
标准规定（不超过0.5 mg/kg）高出3.2倍。

铅是一种慢性、积累性毒物。《食品安
全 国 家 标 准 食 品 中 污 染 物 限 量》（GB
2762-2012）规定藻类及其制品中铅限量值
为≤1.0mg/kg（干重计）、蜂花粉中铅的限
量值为≤0.5mg/kg。食品中铅含量超标可
能是生产企业对原料把关不严，使用了铅

含量超标的原料，或存在污染物从生产设
备迁移入食品的可能。人体若长期大量摄
入铅含量超标的食品，铅会蓄积在体内，可
能影响神经系统、智力发育等。

菌落总数是指示性微生物指标，并非
致病菌指标。主要用来评价食品清洁度，反
映食品在生产过程中是否符合卫生要求。
《食醋卫生标准》（GB 2719-2003）规定食醋
样品中菌落总数限量值为≤10000CFU/
ml。菌落总数超标说明个别企业可能未按
要求严格控制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条件，或
者包装容器清洗消毒不到位；还有可能与产
品包装密封不严，储运条件控制不当等有
关。

硫磺作为加工助剂，在制糖工艺生产
过程中生成二氧化硫，起到澄清、漂白作
用。《单晶体冰糖》（QB/T 1173-2002）规定
单晶体冰糖的二氧化硫残留量≤20 mg/
kg。冰糖中二氧化硫超标的主要原因有可
能是生产工艺控制不好，导致二氧化硫残
留量超标，也可能是制糖原料和其他助剂
含硫，造成二氧化硫残留。焦亚硫酸钾、焦

亚硫酸钠、亚硫酸钠、亚硫酸氢钠、低亚硫
酸钠是酱腌菜中常用的漂白剂、防腐剂和
抗氧化剂，其生成的二氧化硫可防止食品
褐变，保持产品品质和色泽，延长保质期。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2014）中规定酱腌菜中二氧化硫
的最大残留限量为 0.1g/kg。酱腌菜中二
氧化硫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生产企业为提高
产品品质，超限量使用了食品添加剂。二
氧化硫进入人体后最终转化为硫酸盐并随
尿液排出体外，少量二氧化硫进入人体不
会对身体带来健康危害，但若过量食用可
能引起如恶心、呕吐等胃肠道反应。

对上述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生
产企业所在地北京、江苏、四川、陕西等省
（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已责令企业查清产
品流向，召回不合格产品，并分析原因进行
整改；经营单位所在地北京、上海、江苏、浙
江、四川等省（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已要
求有关单位立即采取下架等措施，控制风
险，并依法予以查处。

食药监总局曝光6批次不合格食品
天猫京东一号店均上榜

“乖乖，真是天上掉馅饼，哪有这么好
的事，吃多少竟然还能拿多少？真不敢相
信……好吧，我就选床上4件套，再拿一
套餐具，全家都享有……”日前，在西溪湖
滨花园酒店，几位客人谈论中充满惊喜。

笔者走访中得知，酒店之所以能有如
此大力度的“买赠”折扣活动，缘于今年以
来酒店销售部主动出击市场，多方寻求合
作伙伴，走优势互补厂商联盟平等互利的
发展之路。杭州·爱家乐联合控股有限公
司，是一家以“换购”为主体，重在为商家
进行线上与线下“双轨”推广商品的新兴
平台。商家可以省去高额的广告费用，产
品放低价位重在市场推广与直销。经综
合考评，选择东台湖滨花园酒店进行互助
合作，盐城地区仅此一家。双方合作后，
到湖滨花园酒店餐饮、客房或康乐消费结
账1000元，仅需再支付10%的费用，就可
换购爱家乐提供的等值1100元商品，日
用百货、家纺、皮具、化妆品、服装、保险等
等应有尽有，任您畅选。极具诱惑的促销
活动，拉动了酒店的人气，食客纷至沓来，
回头客不断。

作为政府接待窗口的湖滨花园酒店，
在全力服从服务于政府对外接待的同时，
主动走向市场“开门办酒店，开放创效
益”，努力谋求新的增长点。8月7日，酒
店与市区有影响的某婚庆会馆共同主办
4D婚庆秀，迎合新人们对高端婚礼需求，
场面震撼，好评如潮，一些新人当下就预
定了婚礼酒席。对于市民举办婚宴喜事，
酒店推出了大巴车免费接送亲民服务。
酒店借助西溪4A级旅游景区这一亮点，
走进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与知名旅行社
合作，推出以湖滨花园酒店为旅游产品的

“东台湖滨二日体验游、三日体验游”旅行
休闲度假季。为了让就餐的客人尽享实
惠，与知名白酒厂家联袂推出白酒买赠活
动。同时，精选市区10个社区（小区），租
用大巴开进大街小巷进行推介，邀请市民
上车到酒店走一走看一看，亲身体验餐
饮、客房、会场、大宴会厅、游泳馆的舒适
环境、现代化设施和优质服务，多层面、全
方位吸引市民到酒店举办各类宴请活动。

开门办店活动中，湖滨花园酒店不忘
苦练内功，强化管理严格考核，扎实开展优
质服务年活动。开展月度“3星”即服务之
星、营销之星、创新之星的评选评比，激发员
工爱岗敬业、争先创优的热情。餐饮部推出
在大堂口、电梯口、包厢口微笑站立迎宾，令
客人耳目一新。客房部以细节服务、特色服
务见长，常住客每天赠送本土宇航酸奶等
等。销售部定期上门征询客户意见，尽最大
可能改进服务工作，回头客猛增，营收逐
年稳中有升。 （明 珠 朱 文）

开门办酒店 开放创效益

湖滨花园酒店
走向市场天地宽

德润超市开学季，各种卡通学习装备、床上用品、清洁用品，琳琅满目，超低折扣吸引消费者。 谈文佳 摄

据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
道，农业部近日表示，在连续七年的全国
生鲜乳专项检测中，三聚氰胺等违禁添
加物检出率为零。

农业部奶及奶制品质量监督检验
测试中心主任王加启介绍，自 2008 年
婴幼儿奶粉事件使我国奶业遭受重创
以来，农业部已连续七年实施生鲜乳
质量安全监测计划和专项整治，严厉打
击生鲜乳生产、收购、运输环节违法违规
添加行为。

王加启：这七年来总共监测的生鲜
乳样品达到15.1万批次，覆盖了8500个
生鲜乳收购站和6000辆生鲜乳运输车，
不但使三聚氰胺等违禁添加物连续七年
抽检合格率达到 100％，而且围绕着生
鲜乳国家标准在营养指标、卫生指标、环
境指标和污染残留物指标四个方面对69
项参数进行了全面的测定。

农业部奶业管理办公室主任王锋强
调，奶牛规模养殖是生鲜乳质量安全的
重要保障，也是大势所趋。

王锋：从 2008 年到现在，累计投入
52亿，对全国5800个奶牛场进行改造。
我们现在100头以上的奶牛规模养殖比
重已经达到 48%，比 2008 年提高了 28
个百分点。

当前，我国奶业质量安全水平正处于
历史最好时期。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表示，
预计到2020年，我国乳品质量将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到2025年整体进入世界奶业强
国行列，实现奶业振兴发展目标，把“奶瓶
子”牢牢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健身）

农业部：我国生鲜乳连续7年
三聚氰胺抽检合格率100%

百盛一楼鞋城森达专厅秋季男款已上柜。
经典简约的正装系列，轻便舒适的商务休闲系
列应有尽有。森达品牌素以“真皮优料、工艺精
美、着感舒适、四季新潮”备受成功男士青睐，
凸显男性豪气、干练和自信。花花公子男鞋开
始放“价”啦！原价408元，现价100元/双；原
价 958 元，现价 150 元/双；原价 1218 元，现价
280/双。欧莱雅化妆品明星肌底液,能有效改
善肌肤暗黄、粗糙、松弛、吸收缓慢等问题。拥
有它，让您重唤年轻光彩。

【德润超市·缤纷开学季】

【百盛国际购物中心·新品快讯】

国贸大厦二楼星梦娇女装为感谢广大顾客
朋友的厚爱，特从厂方组织一批特惠款低价回
馈，最低只要 128 元，品种款式任您挑选。文
港女裤专厅全部促销价回馈广大顾客朋友，最
低只要 120 元，一样的品质、低廉的价格，货品
数量有限，赶紧行动吧。女装城众多品牌秋装
新品任您挑选，时尚休闲的艾格、珂妮卡，经典
优雅的的诗梦、姿腾、舒朗，甜美可人的丝珂、
百图、拉谷谷，简约新颖的科尚、似水年华、贞
佳，定会有您适合的一款。国贸大厦一楼中庭
百图女装2016冬品100%澳毛双面尼大衣季前
新品预售会开始了，精益求精的设计，时尚经
典的款式，款款都有它独特的风格。

【国贸大厦·商情速递】

周 末 市 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