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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本地葡萄、黄
桃、梨子等夏季水果上市，让
市民们享尽了口福。 随着本
地葡萄等水果旺季渐过，长
沙本土又一种水果悄然上
市。 三湘都市报记者日前获
悉， 本地猕猴桃陆续进入成
熟期，且已批量上市。今年，
长沙猕猴桃种植规模2000余
亩，长、宁、浏、望均有种植，
采摘期从即日起持续至11月
上旬， 市民可自行前往体验
采摘乐趣。

口味香甜
本地猕猴桃丰收

近年来， 长沙地区兴起
了一股猕猴桃种植热潮，本
地猕猴桃如雨后春笋般出
现， 目前种植规模已达2000
余亩， 平均亩产达1000公斤
左右，年产值近8千万元。

9月24日上午， 烈日正
浓，在浏阳西部的中策生态农
场，成片的绿色猕猴桃叶在蓝
天白云下显得格外打眼。在猕
猴桃藤的架子下，密密匝匝全
是鸡蛋大小的猕猴桃。该红心
猕猴桃基地位于大瑶镇汇丰
社区，总面积120余亩。

“我们的红心猕猴桃味
美香甜，名字也响亮。”基地
负责人杨辉当场切开一个猕
猴桃请游客品尝。 猕猴桃横
向切开， 只见内中的红色果
肉呈放射状分布， 酷似闪闪
发光的太阳， 因而该红心猕
猴桃又被称为“红阳”。

“成熟的红阳猕猴桃个
头不大，每个在80克左右，外
皮光滑无毛， 果肉圆润饱满
口味香甜。”杨辉介绍，基地
共种植猕猴桃120亩，今年有
60亩猕猴桃挂果， 品种以川
西引进的红心猕猴桃为主，
产量预计在三万斤左右，采

摘价格为每斤30元， 采摘期
预计持续到中秋节后。

生态种植
引不少游客“尝鲜”

望城区光明村的游客秦
宇，是猕猴桃的忠实“粉丝”，
听说本地的猕猴桃熟了，特
地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这
里，只为了过一把嘴瘾。记者
留意到，尽管天气炎热，基地
还是不断有顾客上门。

私家车来往穿梭， 藤架
下，游客三五成群赶来尝鲜。
长沙周边多个猕猴桃采摘基
地一派繁忙景象， 线上销售
同样火爆。采访中，杨辉的手
机滴答响不停， 不时有订单
找上门。

在杨辉的猕猴桃基地，记
者发现，与许多其他猕猴桃基
地地面干净整洁不同，这里可
说是杂草丛生， 简直无处落
脚， 猕猴桃全被套上了袋子。
湖南农业大学教授王仁才告
诉记者，这是为了让猕猴桃绿
色原生态生长，“长沙的猕猴
桃基地杜绝使用除草剂、膨大
剂等一切农药、化肥，采用鸡
羊粪便等有机肥料，实行人工
除草。‘套袋’ 可防蚂蚁和鸟，
还可防损伤、暴晒。”

“以往，长沙本地猕猴桃
多普通品质，绿心为主。近几
年， 通过不断引进舶来品并
大力推广，长沙的红心、黄心
猕猴桃已经形成气候， 基本
可以满足消费者的各种需
求。”长沙市农委经作处长李
朝晖表示， 长沙将针对猕猴
桃产业出台专门的政策扶持
意见，重点打造本土品牌，未
来三年争取将种植面积推广
到1万亩， 产量突破两万吨，
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优
势产业。 ■记者 李成辉

中秋将至，月饼狂卖。但近日，细心的市民王先生产生了困
惑：月饼的保质期到底是多长———“有的短的20天，有的却长达
180天，这是不是和添加防腐剂的量有关？ ”

针对这一疑问，三湘都市报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并就此咨
询相关主管部门。长沙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表示，月饼保质期
暂无国家标准，由“企业说了算”。

记者走访长沙多个水果批
发市场、超市发现，目前市场上在
售的猕猴桃价格不一，大多按个卖。
其中， 普通绿心猕猴桃价格普遍
在每斤5元左右，但进口的绿心猕
猴桃价格却达到了38元/盒，进
口的新西兰红心猕猴桃更是高
达75元/盒，每盒均是6个，单个
果子价格高达12元以上。

长沙市农委科教处长夏礼
明介绍， 外地猕猴桃经过长途
运输，到七成熟就采摘上市，相
比之下， 长沙本地猕猴桃在九
成熟才进行采摘， 口感和甜度
更佳。本地猕猴桃采摘价格“亲
民”，每斤20至30元不等，很受
市民青睐。

20天？半年？月饼保质期到底有多长
市民：都是月饼，为啥保质期相差甚远 食药监：暂无国家标准，生产企业自行设定

根据相关规定，在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以下食品添加剂不得
使用： 亚铁氰化钾、硫磺、硫酸铝钾、硫酸铝铵、赤藓红、、二氧化钛、硫
酸钠(钾）、亚硝酸钠（钾）、过氧化苯甲酰 、溴酸钾、苯甲酸钠、乙氧基
喹、过氧化氢(或过碳酸钠）、乙萘酚、联苯醚、环乙基氨基磺酸钠等。

那么， 一个小小月饼的保
质期究竟有多长？

长沙市食药监局食品生产
处处长胡朝晖表示， 国家目前
并没有对月饼保质期的长短做
出明确规定， 市面上各种月饼
的保质期都是由各家生产企业
自行设定。

“保质期由企业说了算，企
业自行根据加工工艺、储存条件、
馅料品种等来定，如果保质期内
抽检不合格， 会有相应处罚。”胡
朝晖说，根据《食品安全法》，对抽
检不合格企业，最高处罚同一批
次货物的10至20倍罚款。

2011年，我国出台了《食品
添加剂使用标准》，“封杀”了27

种食品添加剂， 部分常用于延长
月饼保质期的防腐剂也位列其
中， 这造成很多月饼企业缩短产
品保质期。长沙市食药监局表示，
他们经常会对月饼等相关食品进
行抽检， 只要月饼企业合法使用
添加剂， 并保证食品在保质期内
不变质，市民可放心食用。

食品专家提醒市民， 买月饼
一定到正规商场购买， 还要查看
产品外包装信息是否齐全， 包括
净含量、执行标准、配料表和QS
标志等； 检查内包装是否完好无
损， 核对内外包装标示的信息是
否一致；查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此外，月饼忌高温又怕潮，开封后
应注意保存。

25日下午， 记者以消费者
的名义电话咨询长沙市缘之翼
食品有限公司， 该公司一名工
作人员表示， 其生产的月饼确
实有食品添加剂， 但都是在国
家允许的千分之三范围内添加
的，“制作工艺、原材料也不同，

所以我们的月饼才有180天的保
质期，可放心食用的。”

一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
般进行了包装的月饼， 都会添加
山梨酸钾、脱氢乙酸钠等添加剂，
便于保存， 没有添加剂的为现做
月饼，一般只能保存两三天。

市场上月饼的保质期到底
有多大差别？9月25日， 记者来
到火焰大市场。 这里正在进行
2017年月饼展销会，有近50家
公司和商家参展。

在25号展位，记者看到一款
由长沙市缘之翼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的“毛家双旺蛋黄月饼”摆在
醒目位置，零售价为1元一个，有
凤梨、莲蓉、豆沙三个口味，其包
装袋上注明，环境温度25℃以下
的保质期为180天，“月饼的保质
期由生产厂家确定，只要在保质

期内食用，肯定不会坏。”
而在其他展位，散装、盒装月

饼，种类繁多，各种月饼的保质期也
大有不同，最短的45天，最长的180
天， 比较普遍的保质期是60天、90
天两种， 生产日期大多在9月中旬
前后。记者观察发现，月饼包装袋的
标注上都有添加山梨酸钾、脱氢乙
酸钠（即防腐剂）等成分。

走访中记者还发现， 大多数
市民在挑选月饼时， 都只是对口
味有所关注，而关于保质期、月饼
添加成分等问题鲜有提及。

王先生前几天去长沙火焰
大市场选购月饼， 由于担心放
久了变质， 他逐个查看了所购
月饼的保质期。 “我买的是独
立包装的， 我记得月饼保质期
有要求在60天以内， 我却买了
个保质期180天的。”

因为这些独立包装的月饼
已经超过了他心中“60天”的保
质期， 王先生担心月饼里添加

了大量防腐剂。
无独有偶，市民刘阿姨对月

饼的保质期也有困惑。 她告诉
记者， 尽管大家都说月饼为了
避免添加防腐剂缩短了保质
期， 但她在选购月饼时仍然摸
不着头脑，“不同的月饼保质期
还是差别很大， 我也不知道怎
样的是安全的了， 月饼的保质
期到底有多长？ ”

【困惑】 都是月饼，保质期却相差甚远

【走访】 月饼保质期短则45天，长则180天

【商家】 添加剂在国家允许范围内，可放心食用

【部门】 月饼保质期暂无国标，由“企业说了算”

■见习记者 杨洁规

延伸 这些食品添加剂对人体有害

2000亩长沙本地猕猴桃熟了
采摘价20—30元每斤，采摘期可持续至11月上旬

对比

进口猕猴桃“高冷”
本地猕猴桃“亲民”

猕猴桃营养丰富，素有“水
果之王”美誉。湖南是野生猕猴
桃主要分布区之一，在湘西地区
广泛种植。记者从长沙市炎农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获悉， 集好吃、
耐看、抗病、耐热、高产等优点于
一身的“炎农3号”超级猕猴桃品
种有望在长沙地区推广种植。

日前， 记者走进位于长沙
县金井镇的猕猴桃育种研究基
地，宛如置身猕猴桃“大观园”，
385亩育种基地汇集了129个猕
猴桃品种。 这里是全球猕猴桃
种子“基因库”，面向美国、意大
利、希腊、智力、澳大利亚、韩国
等猕猴桃主产国提供猕猴桃优
良品种。

连线

长沙有个全球
猕猴桃种子“基因库”

9月24日，长沙县金井镇一处猕猴桃基地，游客正采摘尝鲜。 记者 李成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