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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润 聚 焦
新品递讯：法式精致时

尚男装——OXN（欧兹）进驻
德润广场四楼啦！设计师以
随意简约的设计风格、贴身
流畅的剪裁、自由奔放的设
计理念，勾勒出了“OXN”独
有的法式浪漫的精致时尚
风，满足时尚男士在工作、生
活和娱乐不同场合穿着的多
样化混搭风格！

新 品 递 讯 ：德 润 四 楼
DST CLOR（尘色）女装专厅
盛装亮相！重装开业之际夏
季新品8.8折，部分5折酬宾，
另购物即送礼品一份！

优惠信息：GXG 全场夏
装6.8折。

尚颜美妆部分买二送
一。

GCCG夏装一件8折、两

件7折。
洛米唯娅5折起售。
超市专场：
活动（一）限时惊爆：5月

17日—5月30日多支单品超
强回馈，惠不可挡。

活动（二）购物有礼：5月
17 日—5月 30 日德润超市、
家家悦超市买粽子满58元可
领取5元现金，满116元可领
取10元现金。

活动（三）乳品节沁暖开
幕，营养美味尽享其中，劲爆
全场，低价五折起售。

活动（四）浓情端午—纸
品节 众多品牌全面降价。

活动（五）刷卡有礼：5月
28 日—5月 30 日，刷建行信
用卡消费满 200 元，送 50元
精美礼品一份。

甜言蜜语万句，不及美
鞋一双。“5.20”即将来临，国
贸一楼鞋城红蜻蜓专厅精心
为您准备了嵌钻网面鞋、细
跟鱼嘴鞋、镂空小白鞋、每款
都时尚、潮流、典雅，是您表
达爱意的最好礼物。天美意
专厅精选部分经典夏款 199
元起，活泼、舒适、浪漫，是女
孩的最爱，爱她就快快来选
上一款，度过一个不一样的
情人节！

“红色小象”，高端母婴
护理品牌，产品温和纯净、天
然不刺激，5.20 表白爱的日
子，国贸一楼欧莱雅柜为你
倾 情 出 击 ，购 满 58 元 赠
20ML 婴儿保湿乳，购满 98
元赠红色小象公仔一只，购
满 198元赠红色小象纯净水
乳体验装一个，购满298元赠
贝壳书包一只，购满398元赠
拉杆箱一只，超值赠送礼遇，
快快来挑选吧！

国贸一楼化妆品城“国
际名品”柜，5.20 唯美呈现，
为爱表白，特精选雅诗兰黛、
兰蔻、迪奥、香奈儿系列部分

9折酬宾，超值馈赠。
国贸大厦二楼似水年华

专柜夏季新品全面上市啦！
时尚的碎花长裙，牛仔的小
短裙，干练的休闲套装，欢迎
选购。

5.20表白日，国贸三楼大
白鲨男装帮您准备了时尚休
闲系列，特别的爱给最特别
的你，爱他就送他大白鲨男
装！

新品快讯：现在是穿连
衣裙最好的时节，简单一件
套省去了不少搭配的麻烦，
穿起来旋转跳跃，活脱脱一
个夏日精灵！来国贸三楼海
尔曼斯挑选一件吧！把美和
憧憬穿在身上，更是为了活
出自己理想的模样!

商品信息：国贸三楼鄂
尔多斯2017夏季新款缤纷上
市啦！明亮的草绿、湖兰、柠
檬黄，呈现出春夏的自由奔
放，小型几何图形的印花以
及细条纹的穿插和混搭，展
现穿搭新方式。更多款式、
花型尽在鄂尔多斯！

百 盛 商 情

百盛一楼百货区欧莱
雅、美宝莲、自然堂、韩束防
晒产品让您在炎炎夏日仍然
拥有水嫩美肤，充分散发您
美丽女人魅力。

百盛一楼金伯利钻石以
精致的切工、无瑕的净度、独
特的款式深得各界成功人士
的厚爱，其身份的象征、顶级
的设计一直称霸世界红毯，
赶紧行动哟！

商情速递：如何在炎炎
夏季做一个阳光型男，百盛
三楼男装城各大品牌的专业
导购为您提供专业意见，挑
选一件属于您自己的衣服。

乔奇阿玛尼、报喜鸟、九牧王
都是您这个夏季不错的选
择。

新品快讯：百盛国际三
楼圣可尼女装专注于工艺与
品质，精益求精、力求完美，
每款都能将您的尊贵得以凸
显，让您穿出真我风采，尽显
女人的优雅魅力！

商情速递：百盛二楼儿
童用品城剑桥童鞋专厅2017
夏季新品全面上市啦！时尚
俏丽的款式加以炫目潮流的
配饰点缀，让您的宝贝更加
靓丽、帅气。新款上市3.5折
起！

近日，在微博、微信群、朋友圈上
一个“香蕉浸泡不明液体”的视频流
传，消费者纷纷担心不明液体是有毒
的，甚至有网友说是甲醛。那么，视频
中浸泡香蕉的做法到底是怎么回事
儿？“不明液体”究竟是什么？

近日，新华网中国食品辟谣联盟
专访了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
工研究所、分析测试中心研究员王明
月。王明月表示，香蕉采摘后呼吸旺盛
易腐烂。割蕉后，产地周边鲜销的就直
接入库贮存了，需要长距离运输的则马

上就要做保鲜处理。视频中的乳白
色液体是保鲜剂,消费者不用担心。

王明月说，香蕉产于热带亚热带
地区，是市场上常年供应的鲜果，每
年有大量香蕉“北上”来到老百姓餐桌
上。香蕉是一种“呼吸跃变型”水果，
采摘后呼吸旺盛，而且到了一定成熟
度时会出现“呼吸爆发”，迅速衰老变
软，抵抗力下降，很容易被碰伤或被真
菌侵染，变黑腐烂，稍有不慎“北上”的
香蕉就整车“全军覆没”了，所以香蕉
采后的保鲜是一个关键环节。

视频中的香蕉为什么都是青的？
王明月说，香蕉要在七八成熟的时候
进行采摘。一般都会将香蕉置于冰水
或凉水中降温并洗去蕉油，然后置于
含有保鲜剂的水池中浸泡数分钟进行
杀菌保鲜处理，晾干后用塑料袋包
装、抽真空、装箱，然后马上装车运输
至冷库贮存。

王明月说，视频的场景正是使用
保鲜剂对香蕉进行保鲜处理，乳白色
的液体就是保鲜剂，目前主要使用的
香蕉保鲜剂为咪鲜胺、甲基硫菌灵、

异菌脲，这些都是国际公认的低毒杀
菌剂，降解速度较快，且都是经过主
管部门登记允许在香蕉保鲜中使用，
也都制定相应的推荐使用量和残留限
量标准。

王明月表示，近年来对香蕉贮藏
保鲜环节的监测数据显示，部分香蕉
产品中不同程度检出咪鲜胺、异菌
脲、甲基硫菌灵等保鲜剂残留，但残
留量均在国家规定的残留限量范围
内，符合国家标准要求，消费者完全
不用担心，尽可放心食用。（健身）

农业部专家：

“香蕉浸泡不明液体”到底是怎么回事？

国 贸 快 讯

本报讯（记者 王建生）5 月 16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
布今年第 76号通告，公布 3批次食
品不合格情况。

通告说，近期，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组织抽检粮食加工品、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饼干、方便
食品等7类食品478批次样品，抽样
检验项目合格样品 475 批次，不合
格样品 3批次。根据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个别项目不合格，其产品即判
定为不合格产品。

不合格产品情况如下：
天猫鸿瑞门旗舰店在天猫（网

站）商城销售的标称江西鸿瑞香油
食品有限公司出品的江西四海粮油

工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乡村小榨菜籽
油，溶剂残留量检出值为 14.4mg/
kg。标准规定为不得检出。检验机
构为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
心。

大卫贝肯旗舰店在飞牛网销售
的标称深圳市奥飞贝肯文化有限公
司委托广州市来利洪饼业有限公司
生产的贝肯熊薄饼（姜奶味），过氧
化值（以脂肪计）检出值为 0.39g/
100g。比标准规定（不超过 0.25g/
100g）高 56%。检验机构为成都市
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京东自营在其网站销售的标称
安徽燕之坊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薏
米 红 豆 粉 ，大 肠 菌 群 检 出 值 为

430MPN/100g。比标准规定（不超
过 40MPN/100g）高出 9.8 倍。检验
机构为国家肉类食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

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已要求安
徽、江西、广东等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责令生产企业查清产品流向，召回
不合格产品，分析原因进行整改，并依
法予以查处；要求北京、上海、浙江等
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责令网络
食品交易平台对不合格产品立即采取
下架等措施，控制风险，依法予以查
处，立即查清入网经营者信息，并将入
网经营者信息及时通报相关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

食药监总局通告3批次食品不合格
天猫京东飞牛网上榜

国贸大厦一楼中庭卡莱米路时尚男装特卖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全场男装 1-2 折，时尚新颖的款式，尽
显夏日休闲，快来国贸大厦一楼中庭选购吧！ 谈文佳 摄

■ 权威发布:>>>>>>>>>>>>>>>>>>>>>>>>>>>>>>>>>>>>>>>>>>>>>>>>>>>>>>>>>>>>>>

《北京青年报》消息，北京市第一
轮学生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数据显
示，本市中小学生膳食结构不尽合
理。北京市卫计委表示，今年将在全
市中小学推广“健康食堂”，建立“油盐
账本”，控制学生油盐的食用量，建立

“健康食堂”的寄宿制学校不得出售碳
酸饮料等不利于健康的食品。同时年
内完成修订《北京市中小学生健康指
引》，增加更加详细的运动指导。

据北京市卫计委监测，中小学生
中有近两成为肥胖，而在肥胖中小学
生中，有三成出现血脂血糖异常。“慢
病危险因素呈现出低龄化，这对孩子
的健康非常不利”，北京市卫计委疾控
处副处长杜红说，目前北京市中小学
生膳食结构不尽合理，蔬菜水果、水产
品、大豆坚果、奶类摄入不足，畜禽肉
类、盐等摄入量过多，维生素 B1、B2
等微量营养元素摄入量偏低。

为此，北京市卫计委在近两年“健
康食堂”创建试点工作的基础上，今年
将在全市范围开展中小学“健康食堂”
创建工作。中小学校“健康食堂”应设
立“油盐账本”，并在油、盐食用上逐渐
减量，最终达到世卫组织推荐的每人
每天盐不超过 6克，油不超过 25 克。
学校应根据实际情况，配备至少一名
专(兼)职营养师，建立配餐记录，每周
提前公布营养食谱，一周内食谱应不
重复。

“健康食堂”的寄宿制学校商品部
不得出售碳酸饮料，严格控制和管理
汉堡包、方便面等高脂高盐高糖的食
品。同时，鼓励学校食堂自己制作发
明低盐低油的快餐。“比如孩子们爱吃
的汉堡，能量很高，学校食堂可以进行
改良，多放蔬菜，控制能量，在口感不
降低的情况下，减少油、盐和能量。”杜
红说。

今年还将完成对《北京市中小学
生健康指引》的修订。依据《中国学龄
儿童膳食指南(2016)》及 2015 年学生
监测中发现的问题，本市目前正在组
织修订《北京市中小学生健康指引》，
增加更加具体的运动指导，平衡改善
学生营养膳食，预计明年将正式发布。

北京中小学食堂

严控高热量食品
将设“油盐账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