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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盛 商 情

好消息：
名表坊：精工手表5折惠卖；尚颜美妆：部分

商品买一送一；皑如：VIP积分兑换活动开始啦，
众多的好礼等您来换；GXG：夏装满300元立减
100元；GCCG：夏装买一送一；吉妮：夏装买一送
一；洛米唯娅：反季春装买一送一；千细：全场5折
起售。

特价信息：
萌宝们看过来！德润五楼好孩子星战全场夏

季商品8.8折酬宾！另购满538元蜘蛛侠系列产
品，即可赠送阿迪达斯限量版溜溜球一只！

德润广场四楼时尚男装欧兹男装夏日福利开
始啦！即日起全场夏装买一送二!

超市专场活动：暑期纳凉第二波
活动（一）您购物，我打包；活动（二）购物送

礼—实惠剪出来；活动（三）清凉盛夏—缤纷水果
节；活动（四）夏日大清仓—低至五折起！（详见超
市DMA邮报）

国 贸 快 讯

“晚间超值购，清凉你的夏。”国贸一楼鞋城
从7月25日起，众多知名品牌，晚间超低折扣，7
点至8点限时一小时，本周限时品牌千百度女鞋
99 元起、都市星期天女鞋 5 折、吉尔达女鞋 3.5
折，七匹狼男鞋6折，买到就是赚到，欢迎亲们前
来抢购！

国贸一楼鞋城天美意专厅上新款啦！华丽饰
扣的元素，焕发时尚绮丽的风格，任你配、任你
搭、满足您的需求，绽放您的光彩！夏日特惠折
扣，17年秋款全场6.8折，17年春夏款5-5.5 折，
欢迎亲们前来选购！

出来嗨！浪起来！即日起在国贸一楼金伯利
钻石消费钻饰满8999元即可享受青岛、日照三日
VIP五星深度休闲游，以此类推，多购多赠，另还
有根据活动形式（详见柜台POP）进行抽取青岛、
日照三日VIP五星深度游机会，是不是很心动啦！

“有你相伴，便如此之好！”深圳泰麟珠宝荣
登国贸一楼珠宝城，新开业之际活动多多，当日
消费满50元即可领取指定礼品一份，更多刮刮卡
惊喜相送，带一份吉祥、带一份如意回家！

快讯：国贸大厦二楼品牌男装伽巴尼夏季特
卖，全场夏装 6折销售，部分 3.8 折，促销品低至
198元，一样的品质，不一样的价格，欢迎您邀上
好友一起来选购！

好消息：国贸大厦二楼帛兰雅女装夏季特
卖！全场7.5 折销售，部分促销品50-100元，优
雅的碎花长裙，休闲漂亮的小短裙，干练潇洒的
时髦短裤，漂亮宽松的休闲套装，舒服又时尚。

商情速递：国际大牌男装杰克琼斯联合国贸
大厦举办夏季特卖会，7月 24日起，国贸一楼中
庭杰克琼斯夏款全场5折销售；国贸三楼上海艾
格服饰有限公司ES品牌为感谢广大新老顾客的
厚爱，特从厂方组织了一批货品进行3折酬宾，T
恤、短裙、牛仔裤……品种齐全、色彩艳丽。

商品信息：巴拉巴拉品牌童装暑期特卖会在
国贸一楼中庭拉开帷幕啦！全场货品2折起售，
清凉夏装，超值低价；应季秋装，价格实惠；羽绒
服反季促销。更多惊喜尽在一楼中庭巴拉巴拉
特卖会。

德 润 聚 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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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盛布
局 调 整 货 品
全清仓，亿万
商 品 不 计 成
本狂甩卖”活
动 正 在 火 爆
进 行 中 。 所
有商品，低价
甩卖，一件不
留 ，机 会 难
得，赶紧到百
盛 抢 购 吧 ！

吕崇安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建生）7月27日，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今年第
118号通告，公布今年第二季度食品安全
监督抽查情况分析。

通告说，2017年第二季度，全国共完
成并公布342594批次食品（含保健食品
和食品添加剂）样品监督抽检结果，检验
项目合格的样品334968批次，不合格样
品7626批次，样品总体合格率为97.8%，
比2017年一季度高0.3个百分点。其中，

粮、油、肉、蛋、乳等大宗日常消费品的样
品合格率均高于平均水平。各类食品监
督抽检结果见附件。

抽检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一是食品中
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问题占不
合格总数的28.9%，比一季度低1.2个百
分点；二是食品中微生物污染问题占不合
格总数的22.5%，比一季度低4.1个百分
点；三是食品中农兽药残留指标不合格问
题占不合格总数的 22.0%，比一季度高

7.0个百分点；四是食品中质量指标不符
合标准问题占不合格总数的12.9%，比一
季度低1.1个百分点；五是食品中检出非
食用物质问题占不合格总数的3.1%，比
一季度高1.5个百分点；六是食品中重金
属等元素污染问题占不合格总数的
3.0%，与一季度持平；七是食品中生物毒
素污染问题占不合格总数的0.9%，比一
季度高0.6个百分点。

食药监总局公布第二季度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

周 末 市 场

本报讯（记者 王建生）记者从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官网获悉，近日，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10部门联合发布通
知,要求主动公开政务信息,加强动态监
测,及时组织辟谣, 落实媒体抵制谣言的
主体责任,严厉惩处谣言制造者和传播
者。

通知要求，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应当严格执行“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
外”的要求，采取多种方式，及时公开准
确、完整的食品安全监管信息，挤压谣言
流传的空间。新闻媒体、网站要以食品
安全监管权威信息为依据，及时准确客
观做好涉食品安全的新闻报道和舆论引
导。

谣言涉及的当事企业是辟谣的第一
责任主体。对谣言明确指向具体企业
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责成相关企业

发声澄清；指向多个企业或者没有具体
指向的，要组织研判，采取措施制止谣言
传播，并采取适当方式澄清真相。要加
强食品谣言的规律、特点分析，建立谣言
案例库，对类似谣言、季节性谣言，提高
识别、判定的工作效率。

通知要求，新闻媒体、网站及微博、
微信等自媒体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
强涉食品安全新闻的内容和导向管理，
积极营造抵制食品谣言的社会舆论环
境。网站要加大自查自纠力度，实行全
方位全流程把关，凡经权威部门认定的
食品谣言，一经发现，应立即采取删除、
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微博、微信
等自媒体要及时清查发布食品谣言信息
的相关平台账号，对违规内容和评论一
律不予通过，对严重违规的账号要严肃
查处。

新闻媒体、网站在加强食品安全正面
宣传的同时，对相关违法企业和违法行为
要开展依法、科学、建设性舆论监督，有力
促进解决食品安全存在问题。开展舆论
监督要注意把握平衡，要核实新闻信息，
防止片面、虚假报道；对造成社会恐慌的
不实报道，要严肃追究责任。

通知强调，任何组织和个人未经授
权不得发布国家食品安全总体情况、食
品安全风险警示信息，不得发布、转载不
具备我国法定资质条件的检验机构出具
的食品检验报告，以及据此开展的各类
评价、测评等信息。一旦发现违法违规
发布食品安全信息，应严肃查处，并向社
会公告。出现谣言，各级食品安全监管
部门要及时识别、抓取和整理，采取截
图、截屏、保存视频和链接地址等方式留
存证据，追踪信源，对谣言制造者及时依

法组织查处。
通知要求，各级网信、通信主管部门

要督促网络运营者加强用户发布信息的
管理，严格执行网络安全法、互联网新闻
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及时采取警示、停止
传输、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

通知还要求，各地公安机关接到食
品安全谣言报案后，应当依照刑法、治安
管理处罚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严
厉惩处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涉嫌犯罪
的，依法立案调查；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
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各级食
品安全监管部门要配合公安机关，做好
谣言涉及的技术判定、检验检测等工
作。要指导受到谣言侵害的食品生产经
营者收集、保存谣言侵权证据，依法追究
谣言侵权方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
责任。

十部门联合发文

加强食品安全谣言防控和治理
严厉惩处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

银耳，俗称白木耳，是一种常见的食
用真菌。银耳的营养成分丰富，含有蛋
白质、多糖、脂肪、氨基酸、维生素D、矿
物质及膳食纤维等。银耳是我国的特
产，野生银耳数量稀少。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福建古田的银耳人工栽培技术获
得成功，迅速在北方推广、发展。银耳不
再是名贵补品，不仅药用，更是百姓餐桌
上的食用佳品。

然而，食用鲜银耳带来的食品安全
风险应引起重视。1984年，山东省东平
县暴发了第一起因食用变质鲜银耳引起
的食物中毒事件。中毒原因为环境中的
椰毒假单胞菌污染了培植中的鲜银耳，
产生大量米酵菌酸毒素，导致鲜银耳腐

烂变质，而培植户唯恐浪费，馈赠亲朋好
友或自家炒食、凉拌变质的鲜银耳，导致
老人、儿童及亲友中毒、死亡。迄今，未
见因食用干银耳引起米酵菌酸毒素中毒
的报道。

一、正确选购
正确辨别银耳的质量。银耳一般呈

菊花状或鸡冠状，由10余片薄而多皱褶
的菌片组成。鲜银耳纯白至乳白色，半
透明，富有弹性；干银耳质硬而脆，呈米
黄或金黄色。如干银耳色泽过白，则可
能是用硫磺违规熏制。

二、合理加工
1．干银耳经水泡发后，应朵形完

整、菌片呈白色或微黄，弹性好，无异

味。如发现菌片呈深黄至黄褐色，不成
形、发粘、无弹性，有异臭味时，应丢弃，
不能食用。

2．发好的银耳要充分漂洗，去除银
耳基底部发生褐变的部分。

3．银耳宜充分加热煮食。
三、远离“鲜”银耳，预防变质鲜银耳

中毒
1．受培植环境及土壤的影响，鲜银

耳容易污染致病菌并产生毒素，因此在
人工栽培银耳的地区，禁止在农贸市场
出售自家采摘的鲜银耳。

2．栽培银耳的农户，务必及时丢弃
已经变质的鲜银耳，切忌不要自家炒食、
凉拌鲜银耳，更不要将变质鲜银耳馈赠
亲朋好友。

3．如发生呕吐、腹痛，甚至出现黄
疸、血尿及抽搐等神经系统症状的疑似
中毒人群，应立即停止食用可疑中毒食
品并及时就医。将剩余食物封存，送当
地卫生专业技术机构检验。（健身）

银耳的消费提示

“百盛布局调整货品全清仓，亿万商品不计成
本狂甩卖”活动正在火爆进行，所有商品，低价甩
卖，一件不留。

百盛一楼鞋区，万里50元起售、老人头60元
起售、木林森100元起售。

百 盛 一 楼 丹 麦 休 闲 女 装 ONLY、VE-
RO-MODA全场新品仅5折起售。

百盛一楼珠宝区，鑫瑞隆、九天、紫金阁、传
瑞灵玉仅4.8折酬宾。

百盛三楼男装城乔奇阿玛尼、金利来、培罗蒙
等各大品牌优惠酬宾。

百盛三楼女装区艾琳捷尔专柜各种款式的夏
装，价格特优，更有多种款式的新娘装来装扮您
的美丽。

记者7月25日从上海市食药监局
获悉，因经销的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
方食品的乳蛋白深度水解配方中，硒
的检出值低于产品包装标签的明示
值，上海雀巢产品服务有限公司被浦
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立案调查。

7月 18日，国家食药监总局通告
了3批次不合格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
食品。其中，沈阳市沈河区米米氏孕
婴用品店、沈阳市沈河区新新家妮母
婴用品店销售的，标称由上海雀巢产
品服务有限公司（原产国：荷兰）经销
的“蔼儿舒”乳蛋白深度水解配方（特
殊医学），硒检出值分别比产品包装标
签 明 示 值（0.7 微 克/100 千 焦）低
37.4%、33.7%。

据介绍，硒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
量元素，对提高免疫力和预防癌症非
常重要。我国强制性标准《特殊医学
用途婴儿配方食品通则》规定，硒含量
要求为0.48微克/100千焦至1.9微克/
100千焦。同时，我国强制性标准《预
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规定，营养
成分的实际含量应不低于标示值的
80%，并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要
求。因此，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
品中硒的技术要求最小值应不低于标
示值的 80%，且含量要在 0.48 微克/
100 千焦至 1.9 微克/100 千焦的范围
内。

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国
家食药监总局已要求上海市食药监局
责令进口商查清产品流向，召回不合
格产品，分析原因进行整改，并依法予
以查处。

记者从上海市食药监局了解到，
上海雀巢产品服务有限公司经销的两
批次不合格乳蛋白深度水解配方，生
产日期分别为 2016 年 1 月 14 日和 1
月15日，规格为400克/罐。经浦东新
区市场监管局调查，1月14日这批，上
海雀巢产品服务有限公司共购入
10290 罐（4116 公斤），售出 10265 罐
（4106公斤），召回40罐，剩余产品已
下架封存；1 月 15 日这批，共购入
9888 罐（3955 公斤），售出 9878 罐
（3951公斤），召回95罐，剩余产品已
下架封存。

上海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消费者如发现上述不合格食品仍
在经营等违法行为，可拨打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12331热线电话投诉举报。

婴儿配方食品
硒含量“掺水”
上海雀巢产品服务有
限公司被立案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