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吕崇安）城东新城正在崛起。依偎在美丽
的通榆河畔，连接老城区和城东新区，一座集吃、喝、
玩、乐、购、住、行于一体的城东购物公园即将盛大开
业！

城东购物公园由国贸集团投资兴建，总建筑面积18
万平方米，7幢商业单体，一站式繁华商街，多元业态选
择，涵盖超市、影院、中西餐饮、宴会中心、品牌专营店、休
闲健身、KTV娱乐、酒店式公寓、儿童乐园、商务办公十大
业态，是全功能、全业态、一站式、情景式、体验式消费中

心。城东购物公园正在以航母级商业规模和创新的商业
引擎，全面“焕新”生活，成就体验时代城东新商圈的繁
华，是未来都市假日中心。

城东购物公园家佰惠超市，是城东购物公园的主力
店，将于2018年 9月 16日率先亮相！超市营业面积8千
平方米，经营SKU（单品数量）2.8万支左右，商品品类齐
全。模块化的卖场布局，设置了美妍坊、家庭清洁、好思
特均一价、舒适体验馆、文化用品、生活电器馆、家居生活
馆、厨具馆、零食王国、休食乐园、酒饮世界、美味厨房、低

温食品馆、全球荟萃、烘焙坊、五谷杂粮、放心肉品站、海
森林、果蔬园19个板块，进行场景化运营。每个板块一定
程度上构成了一个专业店，整体则组合成了集市形态。

城东购物公园家佰惠超市开业活动期间超多惊爆价
商品巨惠，厂商联动，强势助阵。更有购物抽奖100%中
奖，积“赞”有礼、直播抖音好礼相送！

时尚新主张，购物新体验，选择城东购物公园家佰惠
超市，让你选择不一样的精彩生活！

时尚新主张 购物新体验

城东购物公园家佰惠超市率先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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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招收A1、A2、B1、B2、C1、C2学员
C5（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学员

本报讯（记者 王建生）9 月 11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今年
第 28号通告，公布 3批次食品不合
格情况。

通告说，近期，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组织抽检水产制品，炒货食品
及坚果制品，粮食加工品，乳制品，食
用油、油脂及其制品，调味品和食用
农产品等 7 类食品 510 批次样品。
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检验和判定，
其中合格样品507批次、不合格样品
3批次。具体情况通告如下：

一、淘宝唐三海鲜（经营者为连
云港哦力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淘
宝网（网站）销售的标称连云港浩瑞
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南瓜子夹心海

苔，菌落总数 5 次检出值分别为
6.2× 105CFU/g、8.1× 105CFU/g、
2.2×105CFU/g、1.0×106CFU/g 和
8.6×105CFU/g，不符合国家标准规
定的菌落总数 5次检测结果均不得
超过 105CFU/g 且至少 3 次检测结
果不超过3×104CFU/g。

二、深圳沃尔玛百货零售有限公
司贵阳人民广场分店销售的标称四
川省绿科禽蛋有限公司制造的 10p
盒装鲜鸡蛋（销售商为重庆市鲜腾商
贸有限公司），氟苯尼考检出值为
248μg/kg。国家标准规定不得检
出。

三、昆明好又多百货商贸有限公
司销售的标称昆明鹏祺商贸有限公

司生产的优质土鸡蛋，氟苯尼考检出
值为 18.6μg/kg。国家标准规定不
得检出。

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通报相关省
份依法予以查处。江苏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已责令食品生产企业查
清产品流向、召回不合格产品、分析
原因进行整改；江苏、贵州、云南等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责令食品经
营环节有关单位立即采取下架等措
施控制风险；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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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3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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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市场

德润一楼 GXG 周年庆现场酬宾，充值
5000 元送 1000 元，充值 10000 元送 3000 元，
充满活力的最新款式，追求个性的都市潮男们
赶快来选购吧！

感恩回馈，好礼多多。德润一楼英树周年
庆即将到来之际，VIP 会员，充值 1000 元享 9
折优惠或送100元，充2000元享8折优惠或送
500元，充40000元享7折优惠或送1700元，另
有好礼相送哦，活动9月15日至9月17日仅限
三天哦。

浪漫金秋，幸福“嫁期”。甜蜜婚嫁季浪漫
开启！德润五楼家纺城各名品家纺为新人们准
备了婚庆床上用品省钱攻略，大品牌大优惠，
完美婚礼妥妥搞定！活动期间全场婚庆四件套
299元起售，豪华婚庆套件780元起售，婚庆毛
毯199元起售，另有各种婚庆产品劲爆特惠销
售！

好消息：国际潮流引领品牌大嘴猴入驻德
润广场一楼鞋城啦！开业期间第一双正价、第
二双指定款1折、部分精选款5折，时尚个性的
款式，鲜艳独特的色彩，邀你一起共享潮鞋时
尚！

德 润 聚 焦

运动鞋——时尚的新宠。国贸一楼鞋城
皮尔世绅专厅汇聚了明星、时尚达人款运动
鞋，绑带的、拼接的、烫钻的、做旧的，每款都酷
气十足，金典时尚，新品上市全场5.5折优惠酬
宾！

国贸一楼黄金珠宝城中秋活动开始了！
全城优惠价酬宾再满送国贸订制品牌月饼，满
满的福利+节日的温馨，快快来挑选你心爱的
礼品吧！

好消息：国贸大厦二楼拉夏贝尔女装夏季
商品全场 5 折起售，另有秋季新款陆续上柜
啦！简约休闲的款式，时尚个性的设计，细节
蕴藏亮点，让您尽情享受秋季浪漫！

好消息：国贸二楼女装城海尔曼斯、水中
花、蕾伊娜、无色无味特惠活动正火爆进行
中！看得见的实惠，劲爆的价格，定会让您更
具时尚女人魅力。

凉爽的秋，迷人的秋，在这个浪漫的季节，
您用珂莱蒂尔时尚女装装扮了你的魅力了
吗？俏皮可爱的短款，冷艳高贵的长款，让不
论喜欢什么风格的您随意挑选，让您在这个浪
漫的季节里尽显时尚魅力！

好消息：国贸三楼床上用品区重装升级特
卖活动开始啦！梦兰家纺全场2-4折，悦达夏
季商品3件5折酬宾；晋帛家纺5折起，圣布凡
夏被 99 元起；水星家纺 59 元起，罗莱充 200
元+99元，送四件套1套和200元抵用券。优
良的品质，惊爆的价格，欢迎顾客朋友光临选
购！

国 贸 快 讯

本报讯 日前，国家发布《食品安
全 国 家 标 准 植 物 油 》
(GB2716-2018)，并将于 12月 21日
正式实施。调和油新国标最突出的
条款就是，要求“食用植物调和油的
标签标识应注明各种食用植物油的
比例”。

业内专家指出，伴随着新国标
的出台，调和油市场将越来越规
范。届时，调和油配方比例不再是

“谜”，市民消费将更明白。

调和油“高标低配”由来已久

如今，调和油已成为不少家庭
的厨房必备食用油。某知名连锁商
超负责人表示，调和油占了食用油
市场销售相当大的比例，从营养角
度看，调和油由多种食用油组成，其
中的营养元素自然更加多样，很多
市民更倾向于选购调和油。目前，
部分知名品牌食用油均推出了调和
油产品，“花生调和油”“橄榄调和
油”都属于市场宠儿。这些产品因
含有“花生”“橄榄”等字样，身价往
往高于其他食用油产品。

然而，这些品类中究竟含有多
少花生油、橄榄油，对于消费者来
说，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个“谜”。
业内人士披露，由于调和油国标长
期缺位，食用调和油领域存在诸多
乱象，比如“高标低配”、混淆概念、
以次充好等。最常见的做法是，一
些企业只加了1%的芝麻油，也敢说
是芝麻调和油；打着橄榄调和油旗
号的食用油，其实橄榄油在产品中
的占比很低。

新国标让消费者明白消费

中国粮油学会首席专家兼油脂
分会会长王瑞元指出，“按照新国
标，今后的调和油成分比例都要向
消费者公示，这个调和油加了什么，
加了 2%以上的油都要向消费者讲
清楚。那些只有0.5%的所谓橄榄调
和油，以后就不能这样命名了。”

记者了解到，新国标未发布之
前，鲁花、福临门等品牌旗下的调和
油早就公开了配方比例，此举可以
让消费者选购食用油时心中更有
数。如今新国标已发布一段时间，
福临门、鲁花旗下的调和油均已在
商品标签“配料”一栏明确标注各种
油的名称和比例，但金龙鱼、多力、
胡姬花旗下仍有调和油产品未标明
配方比例。

从市场监管部门了解到，在新
国标正式实施前，市场上未标明成
分比例的老包装产品仍可销售。不
过，待新国标于今年12月21日正式
实施后，市场上销售的植物调和油
必须按照标准要求进行标注，标明
各种食用植物油的比例。业内人士
指出，调和油新国标的出台将有望
改善行业乱象，调和油市场也将越
来越规范。食用调和油配比的公
开，有利于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

来源：北京晚报

调和油配方比例
不再是“谜”

家佰惠超市是城东购物公园的主力店，将于 2018 年 9 月 16 日率先亮相！开业期间，超多惊爆价商品，好礼送不停！
来城东购物公园家佰惠超市，享受不一样的精彩生活！ 吕崇安 摄

近日，市陈皮酒
经销商协会第二届会
员大会召开，审议通
过《东台市陈皮酒经
销 商 协 会 章 程》（草
案），同时选举产生新
一届理事会、监事会
组成人员和会长。本
次活动由江苏天成酒
业有限公司主办，来
自全市各地的近百名
会员代表汇聚一堂，
共商非遗保护传承大
计。

记者 许翰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