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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骏） 11月
1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进
一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
侵害的通告》，敦促电子烟生产
销售方、电商平台及时关闭电
子烟互联网销售渠道和店铺，
并将电子烟产品及时下架。此
前，两部门就曾要求市场主体
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
然而，在一些电子烟厂家的官
网，虽然写着“未成年人禁止
使用本产品”，但平台并没有相
关的审核机制。

记者昨日在调查中发现，
电子烟网售禁令虽然已经发布
了两日，但淘宝、天猫、京东
等多个电商平台，仍有电子烟
及相关产品出售，多款品牌甚
至高调搞起了“双 11”大促
销，商家和平台多表示，暂未
收到有关网售电子烟下架的具
体通知。此外，我市部分电子
烟实体店没有相关措施保证不
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

网购平台电子烟仍参
与“双11”促销

国家烟草专卖局官网 11月
1日发布的通告称，“防止未成
年人通过互联网购买并吸食电
子烟，自本通告印发之日起，
敦促电子烟生产、销售企业或
个人及时关闭电子烟互联网销
售网站或客户端；敦促电商平
台及时关闭电子烟店铺，并将
电子烟产品及时下架；敦促电
子烟生产、销售企业或个人撤

回通过互联网发布的电子烟广
告。”

11 月 3 日，电子烟网售禁
令发布两日，记者搜索发现，
淘宝、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
仍有大量电子烟及相关产品出
售，其中一款电子烟月销量超
过4万，不少电子烟产品还打出
了“双 11”促销标识。其中一
家电子烟网店的页面上宣称，
电子烟安全可靠，有害物质含
量极低，甚至有的商家称可以
通过抽电子烟的方式来帮助戒
烟。“抽电子烟不上瘾，就像是
吃糖一样，就抽个味儿。而
且，抽电子烟能够代替真烟，
让你过足烟瘾，又不伤害身
体。”一家店铺的广告中这样写
道。记者注意到，电商平台商
家的电子烟宣传页面尾部都标
上了“未成年人禁用提醒”，但
这样的提醒似乎有些形同虚
设。

在一些电子烟厂家的官
网，虽然写着“未成年人禁止
使用本产品”，但平台并没有相
关的审核机制。想要购买电子
烟的顾客，只需在页面上点击

“已满18岁”的选项，就能直接
进入购买页面，不需要提供任
何身份证件信息。

对于两部门敦促网售电子
烟下架的消息，电商平台大部
分电子烟卖家向记者表示，目
前没有收到下架电子烟的通
知，顾客仍可以从网店正常购
买电子烟。其中一家网店客服
人员称，已看到禁止网上销售
电子烟的相关新闻，但目前还

未收到具体的通知，因此参与
“双11”促销活动的消费者目前
可以正常购买且享受售后保障。

电子烟实体店顾客多
为年轻人

据 了 解 ， 2018 年 8 月 28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烟草专卖局联合发布《禁
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的
通告。这份通告显示，目前，
我国还没有正式颁布电子烟的
国家标准，市场上在售的各类
电子烟产品，在原材料选择、
添加剂使用、工艺设计、质量
控制等方面随意性较强，电子
烟产品质量参差不齐，部分产
品可能存在烟油泄漏、劣质电
池、不安全成分添加等质量安
全隐患。

这份通告强调，市场主体
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

昨天上午，在我市一家电
子烟店内，记者注意到，该店
店内没有设置禁止向未成年人
出售电子烟的标识。对于电子
烟是否会危害身体健康，该店
店主认为，相比香烟，电子烟
的危害小些，因为电子烟里没
有焦油，如果说电子烟对身体
健康有危害的话，就像咖啡、
可乐一样，可能会上瘾，“来我
店里的顾客基本上都是老主
顾，从来没有未成年人来买过
电子烟，如果有的话，我们是
不会卖的。”不过，当记者问及
店内是否有相关措施来保证电
子烟不会卖到未成年人手中
时，店主却直言无法保证。

另一家电子烟店的店主
称，不会卖烟给未成年人，在
结账时会要求买烟者报出身份
证号进行登记。“国家对这事抓
得太紧了，以前还能稍微敷衍
一下过去，现在真不敢了。”不
过，该店主也表示，如果是老
顾客没有带身份证，基本上还
是会直接卖给他。

“我经营电子烟店已经好
几年了，从开业第一天起就明
确告诉顾客们，电子烟有危
害，而且并不能达到戒烟的效
果。”这位店主坦言，“电子烟
有很多口味，其中偏甜的各类
水果口味受到大多数顾客的喜
爱。不过，绝大多数顾客在抽
了电子烟后并没有戒掉真烟，
甚至没有少吸一些真烟。”

该店主表示，电子烟从某

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比较时
尚的商品，年轻人觉得抽电子
烟比较有趣、比较酷，“很多年
轻人主要是在网上购买电子
烟，各种牌子，各种口味，消
费者选择比较多，这让电子烟
实体店的生意受到不小的影
响。即使国家不让商家卖电子
烟给未成年人，但我觉得很多
实体店为了生存一般还是会卖
的，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业内人士：
电子烟也是烟，长时

间吸食同样有害健康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电
子烟并非像有些商家宣称的无
害，传统香烟中含有尼古丁和
焦油，还有许多其他被世界卫
生组织明确认定有害身体健康
的成分，而电子烟中不含焦
油，但仍含有尼古丁，即便尼
古丁本身不是致癌物，但这种
物质可诱发身体各种疾病甚至
肺癌等癌症，人体吸食后同样
会对呼吸、生殖、神经甚至免
疫系统造成危害。此外，理论
上来说电子烟产生的烟雾类似
于蒸汽，不产生二手烟，但这
种气体还是会危害公众健康。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电子
烟也含尼古丁等成瘾物质成
分，只是危害性相对于传统香
烟要小一点，但原理是一样
的，因此，吸电子烟的人也可
能产生尼古丁依赖，继而转成
吸食香烟。一些“电子烟无
害”的认识，会让涉世未深的
青少年去接触和接纳电子烟，
进而出现尼古丁成瘾，危害身
体健康，“所以说，电子烟并不
能代替香烟从而起到戒烟的目
的，更不能说是无害的。”

11月1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
侵害的通告》，敦促电商平台将电子烟产品及时下架，但记者调查发现，多个网购平台仍有售，我市部分
实体店没有相关措施保证不向未成年人售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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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漫画图

传递民声民意
关注百姓冷暖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用
即付报料费（可线上支付）。

民生热线：86983119

本报记者 旦平 通讯员 徐晶

10 月 30 日傍晚，新欣市
场内，正值晚市，牛肉摊老板
手起刀落割下一块牛肉，禽类
产品摊位前顾客正在等候杀
鸡，而山保猪肉摊老板吴翠红
坐在自家摊位内靠驱赶闯进市
场的飞虫打发时间。

猪肉价格居高不下，猪肉
摊位门庭冷落的现象已经成了
这几个月的常态。

吴翠红说，这几天猪肉的
价格又有所上涨，从8月份开
始，涨价就没停过，现在五花
肉已经 35 元一斤了，价格越
高买肉的人就越少。原来一天
能卖 2头 200斤左右的猪，现
在一天1头猪都卖不掉，有时
候连成本都收不回来。

“卖了 10 年的猪肉，第
一次遇到这么高的价格。不少
老主顾问了价格，觉得太高，
就不买了。”吴翠红无奈地
说。

由于猪肉卖得少，吴翠红
每月的收入从 5000 元降到了
不足 3000 元，其中一半要用
于支付房租以及孩子的学习生
活费用，剩下来每月可用的钱
很少。“自己收入变少，但东
西却越来越贵，每个月都过得
紧紧巴巴。”吴翠红看着对面
蔬菜摊子上的菜说，“原来，
一家人一天的菜钱最多十几
块，现在在菜市场随便选几样
菜就要三四十元，猪肉还都是
吃自家摊子的，算下来每个月
光吃饭1000元都打不住。”

交谈中，吴翠红看着眼前
走过的顾客，眼睛一亮，连忙
招呼“来块儿肉啊？”“这个多
少钱一斤？”“32 元，这块有
瘦有肥。”“这个呢？”“33
元。”

再次回应她的却是越来越
远的脚步声。

猪肉价格居高不下

卖了 10 年猪肉
的她“闲”得苦恼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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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眼中的秋天是什么你眼中的秋天是什么？？
举一个举一个““栗子栗子”！”！

色彩斑斓的秋天，是丹阳一年四季中最美的季节。上期《丹阳网事》，我们
和大家分享了丹阳的秋色，引起读者浓厚的兴趣。本周，我们又在微信上发
起了一场关于“最能代表秋天的事物”的投票。在微友们眼中，秋天别具特
色，是金灿灿的稻穗、浪漫的落叶、诱人的螃蟹……这些看到的、吃到的，甚至
是感觉到的，都让他们感到：秋，以它独特的姿态来临了……

●一叶知秋

秋，是美景带来的欣喜
稻穗
说起秋天，多数微友脑海

中首先浮现出田野上稻穗摇曳
的画面。微友“大侠”儿时在农
村长大，在他眼里，秋天的印记
就是稻穗飘香。“金黄色的稻
浪，随风起伏飘荡，沉甸甸的稻
穗，充满了希望。在我看来，这
最能代表秋天，一个丰收的季
节。”

的确，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在乡间田野上，上百亩水稻已
进入“黄金”时期，黄澄澄的一
片，一眼望不到边际。秋收的
农民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成熟的稻穗、蓝天白云、忙碌的
农民，共同构成了一幅金色的
秋天画卷。

落叶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

万物凋零的季节，这几个周末，
到公园看落叶已经成为最时髦
的事情，朋友圈也被金闪闪、红
彤彤的树叶刷屏了。很多微友
表示，之所以喜爱秋天，是因为
一片片落叶，总能给人一种诗
情画意的感觉。似乎只有满地
金黄色的落叶，才能宣告秋天
的存在。

落叶，也是孩子们眼中的
秋天。他们游园寻秋，将落叶
创造出各式图案。

桂花
“一年秋意浓，十里桂花

香”。每年 9、10 月份，作为丹
阳市花，桂花随处可见，满城飘

香。难怪有微友称，在丹阳，最
能代表秋天的植物就是桂花。

“闻得桂花味，方知秋已到。”每
年到了桂花飘香之时，丹阳多
家公园、广场便成了最佳赏桂
之地，每棵桂树上，几十朵、上
百朵桂花形成一个繁花似锦的
花簇，吸引市民观赏拍照；南环
路、香草路、万善路等滨河风光
带上的桂树，也都在绽放着幽
香。

除了赏桂，丹阳人也懂得
收藏住桂花的香甜，年年都抢
在冬天之前将香甜的味道藏在
一罐桂花蜜中。毕竟，一小撮
桂花蜜便能令一道食物变得清
甜香润起来。

●一味知秋

秋，是美食带来的味蕾满足

大闸蟹
对于资深吃货来说，如何

吃好秋天才是最重要的事。
于是，在他们眼中，秋天变成
了一道道美食。而在这些美
食中，大闸蟹最具代表性。

“秋风送爽之时，正是蟹
肥膏黄之日。”“无大闸蟹，不
秋天！”“秋天，丹阳人的餐桌
上如果缺了大闸蟹，那感觉都
是不完整的了。一盘热气腾
腾的大闸蟹上桌，拆掉蟹腿，
剥开蟹壳，嘬一口蟹黄，充满
整个腹腔的，除了满足还是满
足！”微友们表示，秋季美食界
的扛把子，大闸蟹当之无愧。

糖炒栗子
除了肥美的大闸蟹外，栗

子也是这个时节的代表美食

之一。进入秋天，我市多家糖
炒栗子店铺前，迎来一批又一
批排着长队翘首企盼的人们。

“‘又甜又香的糖炒栗
子’这句话太魔性了，秋日下
午，脑海中时常会响起从炒货
店的大喇叭里传出的广告语。”
作为一个资深吃货、糖炒大栗
的狂热者，微友“小脸红扑
扑”经常会光顾三中北边的一
家栗子铺，“这里的糖炒栗子颗
粒饱满，口味百吃不腻，很容
易上瘾！虽然现在一年四季都
可以吃到，但在天气渐寒的秋
天，拿着一袋烫手的栗子边走
边吃，吃货的满足感、幸福感
油然而生。”

柿子
爱吃水果的微友“太阳

花”推荐了柿子。她称，黄色，
象征着丰收。柿子，金黄的颜
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丰收的
秋天。吃一个柿子，就仿佛吃
的是整个秋天。

“柿子是一种很奇特的水
果，还没有成熟的时候苦涩至
极，谁也不会去吃上一口，而
成熟之后，软软的柿子好像要
化掉一样，咬上一口，简直像
蜜一样香甜。而且它含有大
量胡萝卜素、维生素C，是非常
有代表性的深秋水果，只是一
次不要吃太多！”除了爱吃新
鲜的柿子，微友“太阳花”还在
家倒腾柿子的新式做法，柿子
面包、柿子布丁、柿子派……

“大爱柿子味，换着花样吃，把
秋味留住。”

●一衫知秋

秋，是唠叨带来的人情味

唠叨
“天冷了！要穿棉毛衫

了，晓得嘛？”每当听到这种唠
叨，年轻的丹阳人就知道，秋
天来了。因为有一种冷，叫你
妈觉得你冷，有一种秋天，叫
你妈觉得你该穿棉毛衫了。

“我们年轻人一定会在
冬天到来前抓紧一切最后露
腿的机会。为什么秋天还露

腿？为了美！可妈妈们看不
惯呀，整天在耳边碎碎念。”
在很多 90 后微友看来，妈妈

“关爱”的唠叨，就是秋天来
临的提示音。

衣荒
除 了 被 催 促 着 穿 棉 毛

衫，在丹阳妹子眼中，“衣荒
期”也是秋天的标志。有微
友戏称，每当周围的女性朋

友得这两种病时，就意味着
秋日已到，“一是看自己去年
买的衣服会丑哭的病，二是
没衣服穿，好像去年这时候
是裸奔的病。”

这段时间，爱美的你是
不是也已进入了衣荒期？日
常出门时，你是不是也在纠
结：今天穿什么？别烦恼，
这就是秋天。

上图：金灿灿的稻田 网友梦的开始 摄
左图：孩子们寻找秋天 周娜 摄

本报记者 周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