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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国家质检总局在公告中
表示，2017年7月，全国出入境
检验检疫机构在入境货物到
达口岸接受监督环节，依据当
时有效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或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共检出
质量安全项目不合格食品233
批、化妆品9批。

其中，不合格食品来自34
个国家或地区， 涉及15类产
品，主要是糖类、糕点饼干类
和饮料类，主要项目是食品添
加剂超标、品质不合格和微生
物污染；而不合格化妆品则主
要来自3个国家或地区， 均为
化妆品原料，涉及项目是证书
不合格、禁限用物质和微生物
污染。 国家质检总局表示，此
次检出的242批次不合格食品
化妆品，在口岸均已退运或销
毁，未予准入。

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布的
不合格产品名单上，出现了不
少长沙消费者熟悉的品牌和
产品。

这其中，就包括了由广州
汇臻贸易有限公司进口的总
重量达2334.72千克的小老板
原味紫菜被检出大肠菌群超
标，由东兴泰平贸易有限公司
进口的150千克越贡综合蔬果
干菌落总数超标，由南宁越可
越商贸有限公司进口的575千
克可越综合蔬果干、菠萝蜜干
被检出菌落总数超标。

9月13日， 记者在长沙四
方坪附近多家便利店及夫妻
店内看到，越南果蔬干、小老
板紫菜等产品均有销售。据福
园西路一家千惠便利店店员
介绍， 上述产品均为畅销产
品，“很受年轻消费者喜爱。”

本报9月13日讯 记者从省高管
局获悉， 因龙永高速的货车流量较
大， 而海洛互通的匝道宽度不足以
满足部分超长货车的通行， 相关部
门下发了整改通知， 经营单位和建
设单位于9月12日起对该互通的匝
道进行加宽施工。

据了解， 此次施工为全封闭施
工，主要是针对海洛互通永顺往张家
界方向（北往东方向）的匝道及花垣
往永顺方向（西往北方向）的匝道。

施工将分两个阶段先后进行，第
一个阶段（永顺往张家界方向）于9
月12日开始，第二阶段（花垣往永顺
方向）开始时间待定，整个施工预计

在10月31日之前完成。施工期间，两
个匝道将先后进行全封闭交通管制。

施工第一阶段，永顺往张家界方向
（北往东方向）车辆在海洛互通转张花高
速S10（花垣方向），向西行驶6公里至芙
蓉镇西收费站下高速， 掉头后重新上
高速，继续向东行驶前往张家界方向。

施工第二阶段，花垣往永顺方向
（西往北方向） 车辆在沿着张花高速
向东行驶至海洛互通时，将无法转上
龙永高速， 请继续向前直行11公里
至猛洞河收费站下高速，掉头后重新
上高速， 向西行驶11公里至海洛互
通，再转龙永高速继续北上，前往永
顺、龙山方向。 ■记者 潘显璇

本报9月13日讯 记者今天从长
沙供水有限公司获悉， 因配合电力
施工，2017年9月16日19:00至9月
17日6:00， 该公司系统将因停电无
法使用。届时，96533供水热线、对外
短信、缴费等各类业务将暂停服务。

在系统暂停服务期间，市民如果遇到
用水方面的故障问题，可拨打临时开
辟 的 紧 急 报 修 服 务 电 话
0731-85197140、85197155，也可关
注长沙水业网了解停水信息。

■记者 陈月红

政企合作
推“安全外卖”

网络餐饮的安全问
题备受多方关注。9月13
日，美团点评集团与衡阳
市食药监局签署互联网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合作
框架协议，今后，衡阳市
入网美团点评平台的餐
饮商户都会形成食品安
全电子档案，并与衡阳市
食药监局信息对接。这是
美团点评集团在湖南签
订的首个食品安全共治
协议，也是我省食品安全
监管部门与互联网订餐
平台共享数据保障餐饮
安全的首次尝试。

按照协议，衡阳市新
申请入网美团点评平台
的餐饮商户，必须先上传
工商营业执照、食品经营
许可证等证照，美团点评
集团比对当地食药监局
提供的信息，确定证照真
实、有效的商户才能上线
经营，美团点评集团当即
为其建立食品安全电子
档案。对于已上网经营餐
饮商户，美团点评集团定
期核验，将所掌握的商户
食品安全电子档案等大
数据与衡阳市食药监局
实现互查、互联、互通。

此外， 根据协议，美
团点评集团还将对消息
者的用餐点评中关于食
品安全的内容进行分析，
发现集中突发的负面情
况会实时警报，协助衡阳
市食药监局及时掌握辖
区内餐饮商户整体动态
形势，提升监管效率。

■记者 杨田风

多款长沙人爱吃的进口零食上“黑榜”
被检不合格未予准入 长沙部分便利店有销售 提醒：选购进口食品要“三看”

9月13日， 国家质检总局发布进境食品风险预警，
公布了我国2017年7月未予准入的食品化妆品信息。
在此次公布的不合格名单中，小老板海苔、越南综合蔬
果干、 日本卡乐比蔬菜片等产品均因菌落总数超标或
大肠杆菌超标而未被准予入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产
品均为长沙各大超市、便利店销售的明星进口食品。

■记者 朱蓉

据公开数据显示，“十二
五”期间，我国各地检验检疫
机构共检出不合格食品12828
批、6.8万吨、1.5亿美元， 不合
格食品共涉及109个国家或地
区。其中，欧盟、台湾地区、东
盟、 美国和韩国列前五位，占
不合格食品的75%以上。 这些
不合格食品涉及几乎所有食
品种类，其中约百分之五十是
糕点饼干、饮料、粮谷及制品
和乳制品。

进口食品不如想象中放
心，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挑选？

检验检疫部门就表示，消
费者在购买时应注意识别商品
的中文标签， 根据《食品安全

法》，标签应包含食品的原产国、
进口商或经销商的名称、 地址
和联系方式， 除此之外其他的
标签信息可以参考国内同类产
品的标签信息进行辨别。

此外，还可以向经销商索
取购买批次商品的“入境货物
检验检疫证明”并通过登录质
检总局网站，在“符合评估审
查符合要求的国家或地区输
华食品目录”模块查询进口食
品生产企业的检验检疫准入
情况和境外生产企业注册情
况，如发现未获准入的相关食
品或未获注册的境外生产企
业，请向检验检疫部门和食药
监部门反映，谨慎购买。

选购进口食品要“三看”

9月11日， 从东北来长沙
出差的王先生致电三湘都市
报爆料热线96258称， 他在位
于芙蓉中路上的一家大型卖
场购买到售价为21.9元的过
期进口啤酒， 经与超市协商，
进行了退货和赔偿处理。

事实上，从海外入境销售
的食品临期或过期，在市场销
售行为中也时有发生。在此次
被拒绝入境的商品名单中，记
者就发现，产自德国的177.84
千克费列罗能多益巧克力榛
子酱手指型饼干以及由日本
桃太郎制果株式会社生产的

的多款果味汽水和糖果均因
超过保质期被销毁或退货。

“进口食品、 化妆品的生
产日期及保质期有时真难看
懂，尤其是一些护肤品，是用
英文字母简写标注批号，更难
看懂。” 长沙白领周女士告诉
记者，曾经有一次就因为不懂
进口食品的保质期标注方法，
到超市投诉而闹出笑话。

据记者了解，在进口食品
包装上的英文简写“NSX”为
生产日期，而“HSD”则为过期
日期，日期格式则为日、月 、
年。

【质量】 多款境外“明星零食”上黑榜

【有效期】 多款饼干、甜点入境时已过期

相关新闻
龙永高速部分路段封闭施工，注意绕行

长沙供水系统因停电将暂停水费缴费

芙蓉区法院@大学生：借钱不还或成“老赖”
本报9月13日讯 今天， 长沙市

芙蓉区人民法院在官方微信公众账
号上，对所有大学生公开喊话：借钱
不还，可能成“老赖”。同时，提醒大学
新生初入校园，一定要注意自己信用
等各方面的风险。

芙蓉法院近日审理了多起大学
生作为被告的民间借贷案件，这些学
生分布在全国不同省市，通过借“校
园贷” 来满足自己的超前消费需求，
可消费完后， 还钱的事却早已忘了。
其中，有六名大学生通过提供身份证
和学生证，从长沙某网络贷款公司办
理了贷款，约定每月偿还一定比例的
贷款。然而，他们并未按约定还款，有

的仅仅还了一两期后便再也未还款。
该网贷公司在催收未果后，将之诉至
法院要求还本付息，并支付逾期罚款
和其他费用。

“这些学生一旦不履行法院判决
确定的还款义务，将有可能会被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成为名副其实的
‘老赖’。”该院审理法官表示，这些学
生在获取贷款后，主要都用于享受式
的消费，他们对保持个人良好信用的
观念比较淡漠，没有尝过不良信用记
录的苦果，染上信用黑点，不仅仅是
银行不能贷款，连坐飞机、高铁等公
共交通都将受限。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江赞成

9月13日，长沙部分便利店销售小老板原味紫菜等进口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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