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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 食品安全的问题
频发， 地沟油更是触动了市民敏
感的神经，如何才能够确保“入口
油”的安全？不少商家顺势推出了
家用榨油机，“告别地沟油” 成为
它们挂在嘴边的宣传语。然而，这
种小家电压榨出来的食用油，真
的安全吗？

家用榨油机售价不菲

10月24日，记者在长沙市内
某家电卖场看到， 品牌名为格顿
的家用智能榨油机正在货架上出
售，标价2888元。“目前商品正在
促销，价格可以打8折。”专柜促销
员介绍。 与近年来已经完全受到
市场认可的家用豆浆机相比，榨
油机显然还只是个新兴产品，逛
遍整个商场也只看到一款产品出
售。

而在网络销售平台上，以“家
用榨油机”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得
到产品2774件，价格在2000元至
6000元不等。销量最好的“贝尔
斯顿榨油机” 月销量已经达到了
561件，据客服人员介绍，此类家

用压榨机基本使用物理手段进行
压榨， 压榨后得到的食用油进行
过滤后便可直接使用。

现场榨油坊大受欢迎

事实上， 此类榨油机的工作
原理与坊间流行的旧式榨油作坊
相近， 主要依靠物理方法将原料
进行压榨。

位于荷花池的绿之然榨油坊
工作人员介绍， 因为熟油口味更
佳，因此在进机器进行压榨前，需
要将原料进行炒熟。“会有专门的
过滤机器， 滤好的油直接用铁桶
等容器进行盛装。”该工作人员介
绍，压榨好的花生油价格在18元
1斤左右，比超市里的桶装油略便
宜些。

刚刚从榨油作坊买了几斤芝
麻油的退休工人罗女士说， 现榨
出来的芝麻油比品牌桶装油“味
道香不少”，而且“自己榨的更放
心”。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朱蓉
实习生 黄彦郢

10月24日，家住长沙松桂
园的魏女士去芙蓉广场的家乐
福超市买食用油， 发现经常买
的金龙鱼5L装黄金比例调和
油降价了。“此前是72元一瓶
的，今天去看，只要65.9元了。”

记者走访多家超市发现，
调价的不只这一家， 沃尔玛超
市、新一佳、华润万家等超市的
多个品牌食用油价格都有5元
-8元的降幅，金龙鱼一款玉米
油甚至直降14.1元。 业内人士
分析称， 此番降价潮或许会持
续到元旦。

【市场】
多品牌食用油普遍降价

上周，商务部公布数据，重
点监测的全国36个大中城市食
用油零售价格略有波动，豆油、
花生油价格比前一周分别下降
0.2%和0.1%。这意味着，食用
油迎来年内二次价格降温，而
长沙也没有例外。

10月24日，记者在解放路
沃尔玛超市里看到， 食用油正
在大面积的降价促销。 超市里
的促销员说道道全5升纯正菜
籽油由原来的每桶65.5元降到
58.9元；多力5升葵花籽油由每
桶87元降到79.7元， 同时还赠
送价值13元的多力400ml葵花
籽油一瓶。而长寿花2.5升金胚
玉米油由原来的51.9元一瓶降
到39.9元，降了12元。“金龙鱼4
升玉米油由 59.9元降到 45.8
元。”促销员介绍，该价格将一
直保持到明年3月份。

除了直接降价， 不少食用
油还有买一送一的优惠活动，
买一桶大的送同款或其他小型
号油一瓶。如买77.7元的盈成5
升原味菜籽油， 送320ml双低
菜籽油一瓶；买129.8元的鲁花
5升花生油，送260ml自然鲜酱
油一瓶等。

【分析】
原材料跌价，进入下降通道

今年以来，连续涨价3年的
食用油，终于进入了降价周期。

今年5月份， 食用油首次下调
“身价”。而本次降价后，食用油
价格更是迎来年内新低。

不过， 虽然很多超市的食
用油价格已经提前降低了，但
是新一佳超市采购部的相关负
责人说金龙鱼和盈成等品牌的
食用油价格暂时还没有变动。
金龙鱼长沙经销商杜创告诉记
者：“公司降价的通知已经出来
了， 但是目前相关文件还没有
下发到我们手上， 大概还要等
一个星期， 那时候卖场里食用
油的价格肯定会有一定幅度的
下降。”

另外，华润万家超市采购
部的主管说，现在食用油原材
料价格跌得厉害，导致食用油
的价格进入下降通道。现在超
市里大部分品牌的食用油都
在跌价， 但是幅度都不会太
大。”

据了解， 2007年后， 一级
大豆油价格就一直在每吨
7000元以上，2011年甚至达到
每吨1.1万元的高位。 今年年
初， 一级大豆色拉油价格每吨
高达9200元， 如今只要7300
元，下跌幅度达20%，跌至2008
年5月份以来的新低，导致食用
油价格相应回落。

【展望】
元旦之后食用油价格或回升

中宇资讯食用油分析师孙
红梅向本报记者表示， 此番跌
价，与食用油需求旺季已过、国
内限制“三公消费”致使食用油
库存消化缓慢等也存在直接关
联。

“进入第四季度，油企加工
厂资金回笼，致使降价销售，降
低库存。”孙红梅说，另外，进口
高端食用油， 对国内传统食用
油产生一定的冲击等因素也在
影响这一市场。对于后市，孙红
梅表示， 此番回调可以持续到
元旦附近，此后，春节来临，食
用油需求旺季来到， 届时价格
可能会迎来上涨。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侯小娟

实习生 钟雅洁 何懿婧

长沙食用油价格迎年内新低
给力！4升装玉米油降了14元 预测：元旦之后可能会涨价

厦门：
5升调和油
跌破40元

连续上涨3年后， 食用
油今年第二次大幅降价促
销， 低价程度更是令人瞠
目，5升装食用调和油跌破
40元。10月22日下午， 导报
记者在厦门市体育路一超
市发现，5升装家禾调和油
售价从 53.9元下调至 31.9
元，降幅超过40%；花旗花
生香调和油，5升装售价也
从56.9元降至38.8元， 促销
幅度在7折以上。 而以前，5
升装调和油至少要50多元。

■据《厦门海峡导报》

青岛：
食用油“新面孔”
价格偏高

金龙鱼、鲁花、福临门
等传统食用油市场的领导
品牌， 近日纷纷推出了自
己的“新面孔”食用油。记者
在走访过程中发现， 橄榄
油、茶籽油、亚麻籽油等几
种新型食用油与常见食用
油价格相比普遍较高，因
而不少消费者对其“敬而
远之”。“橄榄油、茶籽油、亚
麻籽油、葵花籽油等，本身
就属于比较稀少的食用
油， 特别是橄榄油基本依
赖进口。”一名橄榄油品牌
销售商解释道。

■据《青岛财经日报》

他山之石…

家用榨油机现身卖场
榨油坊也走俏长沙
自己动手告别地沟油？专家：易霉变，存隐患

记者注意到， 无论是家用榨
油机的使用者， 或者是在榨油作
坊中购买的现榨油， 大多数消费
者都是用矿泉水瓶或饮料瓶进行
盛装。而这一方法，也为最终的食
品安全留下隐患。

来自省内权威检测机构的食
品安全检验研究员认为， 通过正
规厂家生产的家庭榨油机进行榨
取的油，如果在常温下进行保存，
则需要密封保存在卫生条件良好
的容器内，“即使如此， 保存时间
也不宜过长，3天左右为限。”如保
存不当，自榨油容易发生霉变，受
到污染后的油可能会产生有害物

质黄曲霉毒素等。
“一般情况下，由正规厂家进

行生产的油都要经过‘六脱’工
艺，即脱磷、脱酸、脱胶、脱色、脱
臭、脱蜡，而自己压榨的油仅经过
简单的过滤，杂质过多，油中的游
离脂肪酸太多，烟点又很低，一般
只有150℃至160℃， 很容易在加
热后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该
研究员如是说。

这也就是说， 家用榨油机
榨出来所谓的“健康油”，虽然
脱离了“地沟油”的危险，却似
乎又陷入了另一个不太安全的
悖论中。

专家观点…

自榨油“看起来很美”
另一面：杂质多、烟点低，保存不当易霉变

今年是足彩发行上市的第十
二个年头， 而这一年正逢赛事小
年，竞猜型彩票增速放缓，世界各
国的同类产品在今年也进入了低
谷。尽管如此，我国的竞猜型彩票
市场依然保持着活力。

上半年， 竞彩累计销量达到
72.5亿元，同比增幅为34%。竞彩
单日销量和单周销量也屡创新
高。今年6月“拆分胜平负”的上
市， 与竞彩普及日实现了无缝对

接。 原有的竞彩胜平负游戏一分
为二，变更为“胜平负游戏”和“让
球胜平负游戏”，使普及日期间的
“不让球”成为常态。

随着9月新赛季的来临，竞猜
型彩票也进入了一年当中的销售
高峰期。竞猜型彩票在自己12岁
生日到来之前，“元老游戏” 胜负
彩又开展了2.4亿元大派奖活动，
使总体销量的增幅也从上半年的
16%增长到目前的26%。 ■梓棣

足彩上市十二周年，竞猜精彩

10月24日，长沙多家超市内的食用油都在降价促销。 记者 侯小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