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9月27日 星期二

李忠运 胡 伟 总编室传真：（0531）86424205

□ 本报记者 吴允波

买了问题食品，厂商应给予10倍赔偿。
2009年6月1日起实施的《食品安全法》中的这
一规定，曾经被认为是发动广大消费者群策群
力阻击问题食品的有力武器。这一法律规定在
实施两年多之后，终于出现了一批消费者起诉
商家索赔的案例。那么，这类“打假式索赔”
能否阻击问题食品？

呼唤全民共同参与

9月5日，济南市民赵卫波因认为在泉城路
沃尔玛购买的三盒月饼有问题，向济南市历下
区法院提起诉讼。她购买的3盒月饼价格为
1104元，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超市给予自己10倍
赔偿11040元，并赔偿误工交通费200元。

9月14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赵卫波介
绍说，这3盒月饼买回后，发现无生产日期，
无保质期，也没有配料表，理应属于问题食
品，超市应该根据食品法的规定给予10倍赔
偿，并赔偿自己因维权支出的费用。

此前的一个月中，类似认为食品有问题起
诉超市的案件在历下区已有3件。李宝龙因在
历下大润发超市购买了两瓶矿泉水，认为厂家
把不是有机食品的矿泉水标成有机食品，状告
大润发超市要求10倍赔偿，并要求赔偿律师
费、误工费2万元。还有两名市民因购买金丝
枣和薯片而将历下大润发超市告上历下区法
院，索赔均过万元。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话十分干净利索的
赵卫波说：“国家法律规定买到问题食品厂商
应给予10倍赔偿，也是为了发动广大公众来抵
制问题食品。只有人人都来监督食品质量，我
们的食品安全才有保障。因此，我觉得我起诉
维权是正当的、合法的。”

广大市民如何看待“打假式索赔”？记者
在历山路沿途随机调查了10位市民，结果，有
9位认为4位原告起诉超市做得好。一位在机关
工作的市民说：“只有把不良厂商索赔得倾家
荡产，他们才不敢生产问题食品。”而其中一
位市民则认为，原告奔着巨额赔偿去的，钻法律
的漏洞不劳而获，动机不纯，在道德上感觉不是
很光明正大。但当记者问及买到问题食品该怎
么办时，其中7位表示找超市协商，能退换就行
了；3位表示找超市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就向工
商部门投诉；没有一个人表示会向法院起诉。齐
鲁网的户延明认为，应该进一步完善目前的打
假体制，执法部门要担当起主要的责任。

“从目前暴露出的染色馒头、瘦肉精等事
件看，食品安全是一个急需解决的社会问
题。”山东黄金公司的任晓宁认为，仅仅靠几
个市民打假是不够的，也难以形成人人喊打的
氛围。因此，在呼吁更多的职业打假者出现的

同时，也呼唤全民的共同参与。

厂家：我们也有苦衷

9月14日，记者采访了一位给多家超市供
货的食品厂家的经理。这位经理解释说，在市
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为了促销，超市要求厂家
低利润销售，很多时候，超市对不严重的质量问
题心知肚明，一般消费者，对食品知识不是很了
解的情况下，也不会深究质量问题。也就是说，
厂商偶尔销售一点问题食品，风险并不大。

“我们还有更深层次的苦衷。”这位经理
介绍说，从源头上说，生产企业税负已经很重
了。不进大超市，厂家难以找到很好的销售渠
道。如果想进大超市，超市方的条件又十分苛
刻，让厂家十分为难。比如鲜品，一般专卖店
加价约14%，而超市要加价30%。如果一个月
下来厂家的销售额达不到超市规定的数量，还
要被超市罚款。

为了完成销售量，对于质量稍微有点问题
的食品，也希望能卖出去。这样算来，超市加
价、物流成本、促销成本、生产成本、税负加
起来，让厂家不堪重负。这位经理说，谁也不
想做不合法的事情。当生存面临考验时，许多
厂家不得不昧着良心销售一些有问题的食品。
因此，出现问题食品，并不全是厂家的错，里
面有税负重、物流成本高、超市克扣严重等种
种原因。

鉴定难 举证难 维权难

历下区法院民二庭审理这四起案件的主审

法官田丰认为，4原告根据法律的规定依法维
权，这一做法毋庸置疑是合理合法的。“但这
种打假式的维权方式，对于遏制问题食品能起
到多大的作用，还有待检验。”

田丰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今
年5月份，一位消费者购买了100多元的食品，
因为认为食品有问题，而将售货的超市告上历
下区法院。法院在受理过程中，超市和生产厂
家顾及声誉，私下和原告达成了和解，赔偿了
原告5000元，案件最终以原告撤诉结案。因
此，田丰认为，这类案件最可能的结局是厂商
给予原告超额的赔偿而结案，对公众的教育和
引导意义难以彰显。

“即使进行广泛宣传，公众也难以效仿
这种打假式诉讼。”历下区法院民五庭庭长
段勇强认为，《食品安全法》实施两年多
了，在超市云集的历下区，受理食品类10倍
索赔的案件也不过区区5件，说明发动公众通
过10倍索赔诉讼抵制问题食品的效果不是很
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是食品作为容易变质
的特殊物品，作为不具有专业知识的普通消
费者，除非是当场消费发现变质的，其他情
况要取证明其不合格比较困难，取证难造成
了维权难。

历下区法院民五庭副庭长闫云认为维
权成本过高也是重要原因。一般情况下，
购买的食品往往价格不会很高。当买到不
合格食品时，消费者往往自认倒霉。为什
么选择忍气吞声呢？消费者一是担心厂商
抵赖，自己费时费力还找气生；二是通过
法律渠道起诉维权，鉴定难，举证难，成
本大于收益。

《食品安全法》实施两年多，超市云集的济南市历下区仅受理了5件“打假式索赔”案———

10倍赔偿能否阻击问题食品 据新华社上海9月26日电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
院26日对“染色馒头”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上
海市盛禄食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叶维禄等三人犯生
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其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其中，主犯叶维禄被判有期徒刑9年，处罚金65
万元。

据了解，被告人叶维禄原系上海市盛禄食品有限
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先后聘请被告人徐剑明担任销售
经理，被告人谢维铣担任生产主管。

法院审理查明，叶维禄为提高销量，在明知蒸煮
类糕点使用“柠檬黄”不符合《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
标准》的情况下，仍在生产的馒头中添加“柠檬
黄”。

经审计，自2010年10月1日至2011年4月11日，盛
禄公司添加“柠檬黄”的馒头销售金额计62万余元。
同期，盛禄公司还回收已销往超市的过期及即将过期
的馒头，重新用作生产馒头的原料，并以上市日期作
为生产日期标注在产品包装上。

法院认为，本案三名被告人在馒头中添加的“柠
檬黄”，属于人工合成着色类食品添加剂，虽在一些
食品中可以使用，但根据卫生部公布的《食品添加剂
使用卫生标准》，其使用范围不包括馒头。因此，在
馒头中添加“柠檬黄”的行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这一强制执行的标准。

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叶维禄为主犯，判处其有期
徒刑9年，并处罚金65万元；徐剑明为从犯，判处有
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0万元；谢维铣为从犯，判处
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0万元。

上海“染色馒头”案

主犯获刑9年

□记者 王凯 通讯员 于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酗酒，抽烟，高盐、高热量饮

食，运动少，休息少，不良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健康杀
手……”9月24日，我省部分医疗专家呼吁，不良生
活方式造成的慢性疾病对社会、政府、家庭，乃至经
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明知有害，却还要应酬放开喝酒，哪能不出问
题。”据省中医院院长、高血压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
地主任和首席专家杨传华介绍，很多前来就诊的患
者，往往是白天忙工作，晚上还要“带着工作”去饮
酒，引起血压、内分泌、血脂、尿酸等整个代谢功能
的紊乱，造成身体的伤害。同时，鲁菜有“油乎乎、
咸乎乎”的特点，长期高盐、高热量的饮食，已成为
我省高血压病首位发病因素。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人
均食盐日摄入量为5-6克，而我省却高达12 . 6克，热
量摄入超标，很多人的运动量又偏少，使肥胖指数急
速向欧美国家靠近。

再就是，我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偏低，仅为
8 . 16%，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没(不适的)感觉，就等
于没病！”、“高血压、糖尿病不是大病”

“一场酒喝下来，所有的问题都有了！”杨传华
说，吸烟、酗酒、缺乏活动、膳食不合理等生活方式
直接导致了肿瘤、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非传
染性疾病的高发，并已成为影响我国人民健康素质的
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重要危险因素。2002年中国居民
营养与健康现状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
病率为18 . 8%，患病人数达1 . 6亿，比1991年上升31%。

“慢性疾病造成的死亡、经济负担，远远高于传
染病。”省健康教育所所长孙桐分析认为，尽管每天
慢性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要远远高于传染病，而且构
成了60%-70%以上的疾病负担，但其重要性并没有得
到应有的重视。

如果不采取积极的措施，慢性病的经济负担将吞
噬掉经济发展的成果。省内高盐饮食所致的高血压，
每年直接经济负担已逾10亿元。2000年全国与上述危
险因素密切相关的慢性病所致的死亡占总死亡的比例
已经由1991年的73 . 8%上升到80 . 9%，死亡数将近600
万。全省慢性疾病及行为危险因素调查结果显示成年
人群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分别仅为
33 . 5%、32 . 81%、18 . 67%。在我国35岁-74岁居民中，
因高血压所致的冠心病和脑卒中直接经济年久损失高
达190 . 8亿元。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在控制了吸烟、不合理膳食
和缺乏体力活动等危险因素之后，约80%的心血管疾
病、糖尿病和40%的肿瘤是可以预防的。

推荐食盐5—6克，我省却高达12 .6克

不良生活方式

造成慢性病高发

□记者 孙巍 通讯员 李斌 司凯 报道
本报日照讯 “喂，喂，是区海洋与渔业局吗？

我是秦楼街道张家台村的申志强，正在海上捕捞的
3353船上一名渔民胳膊被绞断，伤情严重，请求立即
派船和医生施救……”

9月22日17时12分，东港区海洋与渔业局值班室
传来一声急促的求救电话声。“渔政船加速回港，半
小时后出海救助。立即联系120急救中心派医生赶往
世帆赛基地。”东港区渔政站站长吴乃强下达了命
令。

18点整，中国渔政37356船载着十几名工作人员
和医生向大海深处火速进发。而这时，受伤的渔民也
已转移到240马力的海鲜收购船上，加速往回赶。

21点50分，海面上黑茫茫一片，要在海面上找到
一条船很不容易，雷达搜索，探照灯照射，工作人员
全力在海面上进行搜寻……突然前方一艘船的灯一亮
一灭，似在传递信息。“就是那艘船，他们已经看见
我们了。”随船渔民孔祥贵叫到。

22点6分，收鲜船渔民孔祥虎抛上一根缆绳，两
艘船终于帮靠，渔政工作人员和村民跳上收鲜船，将
伤员苏厚兵稳稳地抬上渔政船。在随船医生对其进行
紧急止血救助的同时，渔政船掉头全速往回赶。

23日零时20分左右，渔政船靠岸世帆赛基地，岸
上救护人员迅速将苏厚兵抬上了120急救车，送往市
医院抢救。

23日凌晨，苏厚兵右臂已截肢，生命无大碍。
据悉，两年来，东港区渔政站在海上共抢险救助

9起，挽回经济损失300万元，被中国渔政指挥中心评
为海上抢险救助先进单位。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近日就严厉打击食
品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工作接受了记者采访。

破获食品非法添加案件1200余起

问：请您介绍一下打击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
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取得了哪些成效？

答：4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严厉打击食
品非法添加行为切实加强食品添加剂监管的通知》，对专项
整治工作进行了部署。5个月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
安排，迅速行动，取缔、关闭各类违规违法企业5000余家，
行政处罚立案1 . 8万余起，移送司法机关435起。截至目
前，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食品非法添加案件1200余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2000余名。

今年上半年，全国法院严厉追究了一大批犯罪分子的刑
事责任。其中，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件审理104
起，判决81人。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涉及食
品安全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37件、57人。今年以来，全
国已经有48名国家工作人员因食品安全问题受到不同程度的
党纪、政纪处分，还有近百名国家工作人员的行政问责正在
调查处理之中。

问：专项整治期间查处的案件中主要有哪些严重违法行
为？有什么特点？

答：通过专项整治和查处案件，发现严重违法行为主要
有以下几大类：违法生产、销售非食用物质，生产、销售不
符合规定的农药、兽药、饲料等农资产品，在饲料中添加禁
用物质，在畜产品和水产品养殖运输过程中违法添加非食用
物质，在食品生产、加工、经营过程中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
和滥用食品添加剂，无照经营食品添加剂，销售食品添加剂
超标和添加非食用物质的食品等。

上述案情主要反映出以下特征：
违法犯罪行为更为隐蔽。从已查明的非食用物质和禁用

物质生产源头看，其生产线、黑窝点很多是隐藏于已取得相
关注册登记和生产许可的化工厂等单位，并采取点对点的销
售方式，生产销售行为极为隐蔽。

违法犯罪手法花样翻新。湖南前段排查中发现的“瘦肉
精”新品种线索，就是把以前不常见的苯乙醇胺A添加到了
饲料里；重庆破获的“染色花椒”案中，发现犯罪分子以罗
丹明B替代苏丹红。

利益驱动明显、诚信缺失严重。
一些专业技术人员参与违法犯罪。如湖南“7·11瘦肉

精”案件中，“瘦肉精”配方来自驻四川某科研机构。

确保农村食品安全管理有法可依

问：在当前食品安全高压态势下，城市监管力量不断加
强，但一些农村地区制售假冒伪劣食品问题仍较常见，对此
将采取哪些措施进一步加强农村食品安全监管？

答：加快推动地方立法进程，确保农村食品安全管理有
法可依。严格农村食品生产企业的许可工作和日常监管，督
促其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对村镇和城乡接合部批发市场、集
贸市场、小卖部、食杂店的整治监管力度。积极探索农村规
模性集体家宴的监管模式，加强农村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加
大对基层监管的投入、扶持力度，提升农村食品安全监管能
力。进一步健全农村乡镇食品安全协管员、信息员队伍，完
善农村食品监管网络。加大案件侦办力度，坚决打击向农村
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的行为；加强宣传教育，增强群众自我保
护意识和鉴伪识假能力。

问：您对下一步的专项整治工作有哪些主要考虑？
答：前一阶段，专项整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还

只是个开始，按照国务院办公厅的要求和国务院食品安全委
员会的统一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还要进一步加大工作
力度，确保完成各项整治目标任务。

首先，必须坚定不移地持续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工作。
其次，继续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强化社会监督。
再次，强化应急处置，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最后，既要严打整治，又要注重长效机制建设。保证食

品安全形势的根本好转，更需要在长效机制上下工夫。只有
实事求是地探索和推进长效机制建设，才能真正保障我国食
品安全水平持续平稳和向好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取缔关闭

违规企业5000余家
食品违法犯罪行为日趋隐蔽和“专业”

□新华社发

山东秋粮丰收在望
9月26日，临沂市郯城县郯城街道办事处红石村农民在晾晒玉米。根据农情调查，今年山东省秋粮播种面积比上年增加40

万亩，单产与去年持平或者略增。2010年山东省粮食播种面积为10627 . 2万亩，粮食总产435 . 3亿公斤，今年全省增产增收的形

势喜人。

渔民在海上被绞断右臂———

六小时生命大营救
□ 本报记者 李占江 张国栋

记者今天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了解
到，目前发射场已经结束了全部的训练，
只待燃料加注。由于上个月使用长征二号
丙运载火箭发射“实践十一号04星”失
利，社会对天宫一号成功发射不免有些疑
虑。针对这种情况，记者采访了解到，将
执行天宫一号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F运载
火箭，是目前可靠性、安全性最高的运载
火箭，“神一”到“神七”飞船均由其成
功送入太空。天宫一号所用的长征二号F
火箭虽然与长征二号丙系出同门，但类似
部件已做紧急改进，这次发射打的是“有
保证的仗”。

据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总工程师陆晋荣
介绍，长征二号丙火箭发射失利一个多月
来，工作人员紧急对长征二号F火箭进行
了加强，对有关部位“举一反三”，彻底
消灭了隐患。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本次使用的长二F火箭是目前可靠性
标准最高的运载火箭，长征二号F型火箭
的可靠性指标达到了0 . 97。“就是说100
次发射中有 9 7次成功，有 3次可能失
败。”

据了解，可靠性评估所要依据的大量
参数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在地面做的大量
试验，把试验时间折算成飞行时间；更关
键的，是火箭实际发射的飞行数据，从神
一到神七，长二F火箭有7次飞行实践，
这些“子样”都是评定数据的重要补充。

也许有人会问：火箭发射次数越来越
多，是不是意味着离失败也越来越近？比
如打了97发火箭都成功了，那第98发是不
是就要失败了？对此，这位负责人解释：
“火箭的可靠性是一个概率，是设计出来
的，是反复验证出来的。”设计人员在设
计火箭指标时，考虑了各种产品可能出故
障的概率，通过可靠性模型的计算，得出
了0 . 97的指数。剩下的0 . 03的不可靠
性，就靠技术人员平时深入细致的工作来
尽早地发现、剔除，在火箭发射前把隐患
消除掉。”

此外，对火箭运载能力的另一个评价
指标是安全性指标。在这方面，长二号F
运输火箭的指标是0 . 997。该负责人说：
“这些数据都表明，此次天宫一号发射的
安全性是有充分保障的。”

记者也了解到，为满足此次交会对接
任务要求，相关专家对其共进行了近176
项技术状态更改，其中5项新技术是首次
使用。如，冗余技术是5项新技术的其中
之一，其主要用于增加火箭运行的安全
性。其实，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每一次进
步都必须完成大量技术突破。比如，从神
舟五号飞船首次实现载人太空飞行到神舟
七号宇船员太空漫步，飞船进行了200多
项改进。

“随着发射次数的累积，暴露问题的
修正、技术的改进，火箭发射的成功率会
越来越高。”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站的
一位技术人员告诉记者。

此前在发射“神六”、“神七”时，

为保证航天员的安全，在火箭的顶部都设
置有逃逸塔，塔高8米，从远处看像是火
箭上的避雷针。它的任务是在火箭起飞前
900秒到起飞后160秒时间段内，也就是飞
行高度在0公里至110公里时，万一火箭发
生故障，它可以拽着轨道舱和返回舱与火
箭分离，并降落在安全地带，帮助飞船上
的航天员脱离险境。此次天宫一号是一个
目标飞行器，并没有载人，因此火箭不再
设置逃逸塔。

据了解，改进型长二F的外形头锥曲
线采用的是气阻更小的“冯卡门”曲线，
从外观上看，也更为优美。

(本报酒泉9月26日电)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做好各项准备
据新华社酒泉9月26日电 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主任崔吉俊26日在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做好了
各项准备工作，天宫一号发射任务已进入
临战状态。

“根据天气预报，发射场在27日和28
日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崔吉俊说，
“原定于27日至30日之间实施的天宫一号
发射，将在29日至30日之间择机实施。”

“我们已为天宫一号的腾飞做好了准
备。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崔吉俊说。

■走进酒泉·聚焦天宫一号

长二F火箭可靠性指标0 . 97，安全性指标0 . 997———

发射安全“有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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