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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检测测超超低低价价酱酱油油醋醋，，咋咋这这么么难难
食药监局：承认掺水也不能作为证据，拿准违法事实才接受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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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抢眼

泺安路农贸市场

7月中旬恢复营业

本报4月24日讯(记者 蒋龙
龙 实习生 丁少英 吴亚男 )

近日，家住泺口片区泺安家园
小区的居民向本报反映，泺安路
的一处农贸市场正在进行拆除
工作，拆除后可能对附近几个小
区居民买菜带来不便。市场负责
人介绍，农贸市场为拆除重建，
将在7月15日之前重建完毕并恢
复营业。

24日，记者来到泺安路，在泺
安家园小区西30米处，康辉超市
西邻的道路两侧找到了当地人
口中的“泺安路农贸市场”，并发
现该市场已经被拆除三分之二，
即将拆除完毕。

家住泺安路附近的居民付
女士表示，24日是拆除的第3天，

“可能是因为菜市场环境比较
乱，在进行整改，不清楚市场搬
走还是重建”。付女士向记者介
绍，因为市场在拆除，暂停营业，
所以最近都是在附近超市里买
点儿蔬果，或者每天下午4点钟以
后，在市场门口马路两边的摊位
上买一些，买菜不如以前方便
了。

随后，记者来到市场办公
室。市场负责人徐主任向记者介
绍，“泺安路农贸市场”正式的叫
法是“泺口泺安路室内副食品市
场”，这也是市场重建后要正式
挂牌名称。徐主任透露，因为旧
市场不符合卫生城市的标准，市
场管理方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
对旧市场进行拆除，并按照国家
标准进行重建。

“拆除工作将于2天后结束，
随即进入原址重建工作。”徐主
任介绍，因为时间比较急，没来
得及向市民进行通知，给市民生
活造成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
解。徐主任表示，新市场将在7月
15日之前在原址完成复建，随后
就会恢复经营。

冰淇淋检测没涨价

检测项目可自选

本报4月24日讯(见习记者
王皇 实习生 史心楠) 24日，
市民孟女士来电反映，近日到疾
控中心检测冰淇淋是否合格，发
现今年冰淇淋检测费用比去年
高了近2倍，想咨询济南市疾控中
心是否增加了检测项目。

孟女士说，自己是一个冰淇
淋企业的工作人员，去年在济南
市疾控中心检测的是菌群总数、
大肠杆菌和微量元素，花费了360

元，但今年再去该检测机构时，
却被告知冰淇淋需要再多进行
色素等几项的检测，需要花费
1010元。“检测项目怎么增多了，
还贵了这么多。”

济南市卫生疾控检测中心
负责人说，冰淇淋检测的收费自
2001年8月1日省物价局下达规定
后，近十年都没有任何变化。孟
女士所说的检测项目增多应该
是中心检测人员为了食品安全
而提出的建议，并不是强制检测
项目。

目前，济南市卫生疾控检测
中心只是第三方委托机构，检测
项目都由委托人自愿选择，不会
硬性规定必须要做哪几项检测。
孟女士今年也可以和去年一样
检测同等费用的项目。

济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工作人员郭春先说，食药监
局的食品检测有四种，分别是按
季度抽检的固定检测计划、随机
抽检的评价性检测、对老百姓反
映强烈的食品的针对性检测、
老百姓举报的执法性检测。

当记者表示所反映情况符
合老百姓举报的执法性检测

时，该局工作人员称记者没有
掌握到企业有违法事实的证
据，只是怀疑，不接受举报，建
议记者自己直接到厂家调查，
或者找检测机构检测。

据悉，在济南并没有独立
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如果要检
测只能去青岛。随后，记者联系
到了青岛普尼测试有限公司，

该公司负责人安鑫称，检测需
要有单位的委托书，而且缴纳
1000元左右的检测费，要等一
星期才能拿到检测结果。

食品检测原归属于市质监
局，随着食药监局的组建，归入
了市食药监局。4月11日，市质
监局2012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财务收支情况审计结果公

告显示，该局2012年收到财政
部门拨入的食品抽样检验经费
800万元，市质检所等单位当年
用于食品抽样检验、买样品等
费用支出124 . 02万元，仅占当
年 总 支 出 7 1 9 . 5 2 万 元 的
17 . 24%。其余8成多主要用于
支付食品抽样检验聘用人员劳
务费、交通运行费等。

本报见习记者 李师胜 王杰
实习生 王乾宇 杨颖

23日，记者来到和平路与
历山东路，沿线探访了路边的
多家小吃餐馆，无论酱油醋，记
者发现多数商贩喜欢用5L小
桶装，19L的大桶装几乎没有
店家使用。而他们所使用的5L
小桶装的酱油醋价格基本上在
8—11元。

当记者以推销员身份，向

其推销19L大桶装鲁原牌酱油
仅13—16元时，多数商家都会
询问是不是掺水了，“那么便宜
的醋，只有酸味，一点香味都没
有。”一家福建沙县小吃店的张
姓老板说。因为自己店里之前
用过便宜醋，但口感很差，便弃
之不用了。“买了一桶，用了一
两回就都扔了。”

但在暗访中，记者发现，不少
店家还是对便宜的酱油醋比较感
兴趣，“你送点样品过来，我们尝

尝看。口感大差不差的话，我们就
用你这个牌子。”诚基中心小区内
一家饭店负责人说道。此外，和平
路上的几家经营把子肉与甏肉米
饭的店主也有这种意向。

据张老板介绍，该片区小吃
店的店主基本上都是自己从七
里堡市场上进货，“几种醋、酱油
换着用，太便宜的不怎么敢用。”
当得知记者是厂家推销员时，他
建议去饭店、食堂推销，“这种醋
要是做大锅饭是吃不出来的。”

济南舜泰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经理赵志峰常年承包学校食
堂餐饮业务。据其介绍，食堂用
什么品牌的酱油、醋主要还是看
该酿造厂家的相关资质。“手续
全，正规厂家生产的酱油醋，我
们才敢用。”赵志峰称。但他表
示，现在不排除某些个别承包商
使用劣质的酱油醋，“取决于生
意良心，一旦查出来，后果很严
重。”所以学校一般从正规厂家
直接购买，不通过代理。

小小餐餐馆馆：：口口感感大大差差不不差差，，我我们们就就用用
店主表示一般到七里堡等各大市场购买酱油醋

违规勾兑可能会含致癌物

山东省营养协会副会长
杜慧珍表示，违规勾兑酱油
可能会致癌。“正宗酿造酱
油、食醋富含营养成分，违规
勾兑可能会含致癌物质。”杜
慧珍说。

杜慧珍介绍，酿造酱油
不仅可增加食物的香味，具
有解热烦躁、调味开胃的功
效，能够增进食欲。而且酱油
中含有抗氧化成分，一小勺
酱油所达到的抑制自由基的
效果，与一杯红葡萄酒相当，
具有防衰老的作用。

据悉，酿造酱油中抗肿
瘤物质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
中的亚麻酸、乙酯，能够预防

肿瘤生长、扩散和转移；其中
含有异黄醇，使血中胆固醇
水平降低，有预防心脑血管
疾病的作用；而且酿造酱油
还有杀菌作用，将葡萄球菌、
伤寒菌、大肠杆菌、腐败菌等
8种治病菌添加在酿造酱油
中，五到七天完全死亡。

杜慧珍称，酱油作为调
味品，如果不是大量食用勾
兑酱油、食醋，也不会造成很
大危害。“但如果真有违规勾
兑酱油在市场流通的话，国
家应该有相关的机构加强管
理和监督。”

(李师胜 王杰 王乾
宇 杨颖)

买酱油要“一看二摇三品”

噪一看：
看工艺：主要看是酿造还是

配制酱油。采用传统工艺的高盐
稀态酿造酱油风味较好、含盐量
较高，采用速酿工艺的低盐固态
发酵酱油含盐量较低，并也要注
意添加剂是否过多。

看颜色：正常的酱油色应
为红褐色，品质好的颜色会稍
深一些，但如果酱油颜色太深
了，则表明其中添加了焦糖
色，香气、滋味相比会差一些，
这类酱油仅适合红烧用。

看用途：酱油上应标注供
佐餐用或供烹调用，供佐餐用
的可直接入口，卫生指标要求
高，如果是供烹调用不能直接

用于拌凉菜。
看配料：从原料表中可以

看出其原料是大豆还是脱脂
大豆，是否非转基因，是否小
麦还是麸皮。

噪二摇：
好酱油摇起来会起很多泡

沫，不易散去，且有明显的挂壁
性。也可贴着瓶口闻味道，好酱
油往往有一股浓烈的酱香味，而
劣质酱油摇起来只有少量泡沫。

噪三品：
尝滋味或品滋味。好的酱

油尝起来味道鲜美，劣质酱油
尝起来有些苦和涩。

(李师胜 王杰 王乾宇
杨颖)

在济南销售的“鲁原”牌酱油醋价格极低，业内确定是违规勾兑，而商标上却标示
“酿造”。记者将此情况反映给济南市食药监局工作人员。“价格问题不是质量问题，这
不能算是举报，必须要有违反食品安全有关法律法规的才接受举报。”济南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说。当记者表示其在济南代理商自己也承认里面掺水的时候，工
作人员称这仍不能作为证据。

记者探访

营养专家 教您一招

一商家在展示三证(营业执照、食品流通许可证、税务登记证）。

舌尖上的安全
邮箱：wanghuang2007@126 .com

电电话话：：8855119933881111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李师胜 王杰 实习生 王乾宇 杨颖

卖家出示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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