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人民网》消息 时下正是吃草

莓的好季节，然而网上的一些流言，让

大家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不免有一些担

忧，比如“草莓的农残很高”“草莓个

头大是使用了膨大剂” 等，事实真相

如何呢？

有报道称草莓农药毒死蜜蜂，草

莓农残真这么高？ 国家蔬菜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研究员何洪巨指出， 草莓农

药毒死蜜蜂是不存在的。 蜜蜂死亡可

能是正常生理发育的结果， 或者是气

温过低、光照不足、昼夜温差过大、摄

入食物不足等因素造成的。

个头大的草莓是用了膨大剂吗？

草莓的个头与许多因素有关。第一，品

种。第二是栽培技术改进，科学的水肥

管理，适当地进行疏花疏果，都更适合

草莓生长，也可能使草莓的个头变大。

而打了膨大剂的草莓含水分多， 味道

淡，果皮变薄，不容易储存，特别容易

烂，果农反而得不偿失。

现在市面上没见过的草莓种类很

多，是转基因的吗？ 何洪巨告诉记者，

国产的草莓品种有天香、书香、京桃香

等。最近几年，我国引进了不少国外品

种。 不同品种口感不同。 因此，草莓种

类增多与转基因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食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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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晚报》开设“信息

扶贫平台” ，免费刊发贫困地

区农特产品销售需求信息，

为广大贫困农户解决农特产

品销售难题。

据新华社电 保健食品可以

“壮阳”“防癌”“治百病” ?国家食

药监总局日前指出, 保健食品是食

品的特殊种类,不能代替药品,不能

宣传疾病治疗、预防作用。广大消费

者,特别是中老年人,切勿听信将保

健食品比成“灵丹妙药” 的虚假夸

大宣传。

食药监总局提示, 保健食品不

含全面的营养素, 不能代替其他食

品,要坚持正常饮食。

食药监总局强调, 消费者在购

买保健食品时, 要通过正规渠道购

买,索要正规的销售凭据,切忌通过

非法的传销和会议销售等途径购买

保健食品。 选购保健食品时,消费者

要认准产品包装上的保健食品标志

(小蓝帽)及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依据

其功能有针对性地选择, 并按标签

说明书的要求食用。

消费者在选购保健食品时,要

检查保健食品包装上是否注明生产

企业名称及其生产许可证号, 生产

许可证号可到企业所在地省级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网站查询。

食药监总局指出, 消费者发现

食品欺诈行为时, 可拨打 12331 投

诉举报电话,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

依法予以严肃查处。

此外,针对湖北、安徽等地个别

企业在销售食品过程中, 涉嫌通过

会议营销等方式虚假夸大宣传,声

称所售食品具有疾病预防、 治疗功

能的问题,食药监总局 17日表示,已

立即部署相关省份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迅速组织查处涉事企业和产品。

我国保健食品总体现

状如何?

����【食药监总局】保健食品行业

是我国食品行业的重要支柱产业之

一, 是促进我国健康服务业和养老

产业发展的重要行业,也是推进“健

康中国” 建设、促进“大健康” 产业

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5年新修

订的食品安全法规定, 将保健食品

纳入特殊食品实行严格管理。 至于

保健食品乱象问题, 既有保健食品

自身的问题,也有普通食品、进口食

品问题;既有广告宣传问题,也有假

冒伪劣、“黑作坊”非法添加以及非

法传销等社会综合治理问题。

有关部门如何进一步

加强监管?

����【食药监总局】食药监总局要

求各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采取切实

有效的措施, 加强食品的生产经营

监管,严惩重处非法添加、非法宣传

等严重危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违规

行为。 同时鼓励消费者举报,发现食

品欺诈行为时, 拨打 12331 投诉举

报电话,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依法

予以严肃查处。

为何严打之下乱象仍

难绝迹?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俊海】

保健食品乱象与行业风气有关联,

由于一些中小企业和批发、 零售商

利欲熏心,导致保健食品业出现“劣

币驱逐良币” 的现象。 这些无序竞

争、 没有底线的企业是行业的搅局

者, 若不清理出局将影响行业可持

续健康发展。

【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秘书

长刘学聪】从企业方面来说,部分中

小企业诚信意识淡薄, 违法生产营

销,虚假夸大宣传,误导公众消费,直

接破坏了保健食品的整体信誉。 特

别是一些打“擦边球” 的恶性营销,

严重影响了行业形象, 合规的优秀

企业深受其累。 同时,普通食品违法

添加药物成分、功能声称等问题,也

使保健食品“躺枪” 。

保健食品推销存在哪

些陷阱?

����【食药监总局】保健食品市场

上的常见陷阱包括 “专家健康讲

座” ,即在酒店、宾馆等场所举办免

费“专家健康讲座” ,邀请所谓“专

家”讲述某某保健品效果神奇,然后

以“赠药”“送纪念品”等手段吸引

消费者,诱导购买,并套取消费者的

联系方式,达到日后销售的目的。 还

有一种较为常见的 “免费抽奖活

动” ,即在人流集中处,采用“免费抽

奖” 等手段,让消费者得到“优惠购

买某某保健品”的大奖,有的还雇用

“托儿” 在旁煽风点火,诱使消费者

大量购买。

虚假夸大宣传有何惩

罚措施?

����【食药监总局】针对食品产品、

生产经营、宣传信息等欺诈行为,食

药监总局已完成《食品安全欺诈行

为查处办法》的制订,征求意见阶段

已经结束,即将发布。 该办法将以网

络、电话、电视、广播、讲座、会议等

方式进行虚假宣传的行为列为食品

宣传欺诈, 在对生产经营企业处罚

的同时,将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

责人、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进行处罚。

消费者如何跳出养生

迷局?

����【食药监总局】普通食品不能

声称功能,保健食品不是药品,没有

治疗作用。 消费者选购食品和保健

食品时要认清包装上保健食品标志

(小蓝帽)和批准文号。 消费者特别

是老年人,要警惕“专家义诊、权威

证明、免费试用、宣称疗效” 等非法

宣传营销“陷阱” ,科学、理性消费。

【刘俊海】老年人要树立正确

养生之道,应有愉快的心情、均衡的

营养、充足的睡眠、适度的运动、规

律的生活、坚强的意志,在进行数额

较大的保健品交易时, 可问问子女

的建议。

【刘学聪】社会需加强科普教

育,正确引导。老人受骗令人痛心,希

望做儿女的多多给予父母关心关

怀,少些犯错的责备,多些陪护与理

解, 这也是避免老人受骗的重要方

法之一。 据新华社电

“食” 大焦点

本报综合消息 最近有传言 “央

视曝光了蕨菜，说这种野菜致癌，不能

吃！ ”难道又是谣言？武汉市食药监局

专家康康姐表示， 这回传言靠谱了一

回，因为蕨菜真有可能致癌。

康康姐说，提到蕨菜，要追溯到上

个世纪 40年代，有科学家发现蕨菜会

导致癌症。 这个研究一直持续到 1983

年， 日本的科学家终于找到了蕨菜致

癌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们里面含有一

种叫“原蕨苷” 的天然毒素，这个东西

有很强的致癌性。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把蕨菜归为 2B 类致癌物。

康康姐说，经过处理后，蕨菜所含

的“原蕨苷” 会大大减少。比如嫩叶部

分经过浸泡焯水，再加热炒熟以后，原

蕨苷的含量差不多会减少 50% - 90% 。

蕨根粉是不是也不能吃了？康康姐说，

蕨根粉是从野生蕨菜的根里提炼出来

的， 蕨菜的幼嫩叶部分含的原蕨苷含

量大概是根部的 10倍左右， 所以，吃

蕨根粉的风险要小于吃新鲜蕨菜。

尽管如此， 康康姐依然不建议多

吃，毕竟从学术角度看，蕨菜是一种有

潜在致癌作用的非健康食品。

食药监总局提示：切勿听信虚假夸大宣传

保健食品堪比“灵丹妙药” ?

保健食品市场背后现隐忧

宣称“包治百病”“补脑降

糖” 、利用“中国老年保健协会”

行骗、打着“免费送米面鸡蛋”

旗号诈骗、 伪装名医专家 “忽

悠” ……一段时间以来 ,保健食

品业虚假、夸大宣传事件接连曝

光,套路既深且杂,行业乱象问题

再次升温。

据不完全统计,2015 年全国

保健食品生产企业有 2600 多

家,从业人员 600 多万人,产值超

过 3000 亿元。 巨额产值的背后,

巨大暴利促使一些企业和个人

不断升级推销手段, 虽然有关部

门从严监管, 但保健食品乱象仍

难绝迹。 保健食品推销存在哪些

陷阱?消费者又该如何防范?

据《健康时报》报道 近日，

国家食药监总局下发《关于停止

冬虫夏草用于保健食品试点工

作的通知》称，冬虫夏草不属于

药食两用物质，长期服用会危害

人体，暂停以保健品方式销售。

有关专家分析研判，保健食

品国家安全标准中砷限量值为

1.0m g/kg，长期食用冬虫夏草、冬

虫夏草粉及纯粉片等产品会造

成砷过量摄入，并可能在人体内

蓄积，存在较高风险。

冬虫夏草暂停

以保健品方式销售

◎延伸阅读

◎核心提示

专家：此类野菜尽可能少吃

蕨菜致癌？

这不是谣言

农残高、打激素、转基因？

问题草莓

多是瞎传

“食” 话实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