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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国际食品安全大会将于 4 月下旬在北京举办

聚焦食品安全三大热点难点
美国原国务卿赖斯与希拉里·克林顿
的科技顾问、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2012）
尼娜·费德罗夫（Nina V. Fedoroff）女士将
□ 齐 煦
受邀出席并作大会报告，尼娜·费德罗夫
据悉，
“2015年国际食品安全大会”
将于 女士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哈克生命科
4月22～23日在北京举办，
本次大会直面我 学研究所“伊凡·普尤”教授以及金·阿布
国食品安全的三大热点、
难点问题——微生 杜拉科技大学（KAUST）杰出访问教授。作
物污染、
原料溯源、
食品掺假。
为一名植物基因专家，她于 2006 年获得美
据悉，自 2010 年起，中国食品科学技 国国家科学奖章（美国的最高科学奖，由
术学会与国际食品科技联盟（IUFoST）、国 美国总统颁发，每年一次，获奖者每次不
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连续 5 年在京举 超过 20 名）。来自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中
办“国际食品安全大会”。大会致力于为中 心的弗雷德·盖尔（Fred Gale）博士将在
国的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提供借鉴、交流， 此次大会上就食品安全带来的经济损失
国内外专家智慧及优秀企业的管理经验， 作大会报告。
为我国政府监管、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与 此 同 时 ，美 国 农 业 部 原 副 部 长 、
和助力。国内外优秀企业的积极参会，更 IUFoST 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共同主席任
强化了企业作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 筑山博士，欧洲食品安全局前主席、爱尔
担当意识。
兰都柏林大学公共卫生学教授、IUFoST 国
际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共同主席帕特里
克·沃尔（Patrick Wall），国际微生物标准
“国际巨星”云集聚焦食品安全
委 员 会（ICMSF）主 席 马 丁·科 尔（Martin
据悉，此次大会已邀请诸多国际权威 Cole），美国农业部农业纳米技术国家项
机构的知名专家来华，分享国外有效应对 目专家陈宏达博士，美国食品科技学会
食品安全的管理经验与治理措施，共同探 （IFT）副 主 席 、全 球 食 品 可 追 溯 中 心
讨中国食品安全的现实情况及所面临的 （GFTC）主任威尔·费舍尔（Will·Fisher）博
挑战。
士，日本京都大学新山阳子教授等诸多国

行业瞭望台

外权威专家将受邀出席并作报告，与中国
科学家一道，直面中国食品安全深层次问
题，共同探讨符合中国国情的食品安全治
理理念，
为中国政府建言献策。

专家以及国内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共同
举办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培训班及专题
研讨会议。
对于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与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体系构建，本次大会将邀请
瞄准难点为食品安全“对症下药” 来自国家相关部门的专家解读新法并介
绍标准体系构建的有关情况。
据了解，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的重点监管工
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与食品安全国家 作已从监督抽查、产品质量安全管控前
标准解读，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预警、食 移至风险监测与风险预警，每年国家食
品掺假与鉴别、微生物污染与快速检测技 品监管部门均会就各领域可能存在的风
术等将成为 2015 年科技界与产业界共同 险问题进行监测并发布预警信息，如何
关注的热点及难点。鉴于此，本次国际食 借力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预警信息，通
品安全大会上将通过设置大会报告、专题 过与标准有效对接，完善行业自我监管
研讨以及培训班的方式瞄准热点，回应难 程 序 ， 提 高 保 障 食 品 安 全 的 水 平 与 能
点，为食品安全“对症下药”。
力，成为新形势下亟待关注和加强的重
从全球范围来看，食品安全可追溯 中之重。
体系建设日益成为科技界与产业界关注
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依然是食
的焦点，在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诸多措 品安全应重点关注的领域，与此同时，随
施中，构建全产业链的食品安全可追溯 着诸如“马肉风波”、
“狐狸肉风波”、
“蜂蜜
体系，成为政府监管，企业自律，消费 添加甜蜜素”等问题的频繁曝光，食品掺
者信赖的重要手段，如何正确构建并应 假也成为今后应高度关注的食品安全问
用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保障食品安全亟 题。如何有效应对微生物污染、食品掺假，
待食品科技与产业界的正确引导。此次 提供科学、高效、便捷的检测新技术已迫
大会将邀请国际食品科技联盟、全球食 在眉睫，也将成为本次大会重点讨论的问
品可追溯中心、欧洲可追溯研究中心的 题之一。

今年“世界卫生日”
主题为“食品安全”

本报讯 （李 悦）为了应对食品
安全的新威胁以及新出现的病原体
和抗微生物耐药性，世卫组织确定每
年的 4 月 7 日为“世界卫生日”，今年
“世界卫生日”
的主题为“食品安全”。
世卫组织指出，
不安全的食品与每
年约200万人的死亡有关，
其中多数是
儿童。
含有有害细菌、
病毒、
寄生虫或化
学物质的食品可导致从腹泻到癌症等
200 多种疾病。
世卫组织强调食品安全
是一项共同责任，
倡导在从农民和生产
商到销售商和消费者的各领域采取行
动，
呼吁生产商、
决策者和公众共同努力
促进食品安全。
同时，
公布了食品安全的
问题所在。
1、
有200多种疾病通过食品传播
每年有数百万人因食用不安全食品
而患病，
还有许多人因此而丧失生命。
据
估计，
每年仅腹泻就夺走180万儿童的
生命，
而其中大多数疾病因食品或水受
到污染所致。
适当的食物制备可防止大
多数食源性疾病发生。
2、世界范围内食源性疾病在不
断增长
食品中引起疾病的生物体通过
当今相互关联的全球食品链远距离
广泛传播，致使食源性疾病发生的频
率和范围不断升级和扩大。全球城市
化快速发展，带来了新的风险，因为
城市居民食用非家庭制作的食品较
多，包括新鲜食品和鱼、肉类及家禽
等，它们在处理或制作上可能不够安
全。
3、
食品安全是一项全球关注问题
食品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
增加了
发生涉及污染食品国际事件的可能性。
大多数国家通常都进口食物产品和原
料。
在出口国家加强食品安全系统，
可增
强本地和跨界卫生安全。
4、
新出现的疾病与食品生产相关联
过去 10 年里，影响人类健康的新
的传染病大约有 75%是因细菌、病毒
和源自动物和动物产品的其他病原
体所致。其中，人所患的许多疾病都
与在食品生产过程中，即在食品市场
和屠宰场对受感染的家养和野生动
物的处理有关。
5、
最大限度地减少禽流感的风险
绝 大 多 数 人 间 H5N1 禽 流 感 病
例，是在直接接触受感染的活禽或死
禽后招致感染。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该疾病是因食用适当烹煮过的禽类
而传播给人类。为避免禽类导致食源
性疾病的危险，应该做到煮熟再吃。

2015 中国（北
京）婚纱摄影器材
及艺术框业博览
会于近日在京举
办。展会期间共有
来自东北三省、内
蒙古、河北、山西、
山 东 、河 南 、天 津
等十几个省市的
18000 人 次 参 观 。
参 展 企 业 200 多
家，汇集了业内诸
多知名企业，展品
涵盖婚纱摄影行
业相关上下游产
业链的产品及服
务。图为观众流连
在新品婚纱中。
本报记者
王 嘉摄

新闻连连看

“吃包辣条压压惊”

调查得出的结果更加令人不解：贵的药 “丸”、
“ 贴”、
“ 胶囊”等字样的东西，给人
为山东当地生产销售，便宜的药是山东 的感觉很像是药，但它们只是普通食品
把 时 下 的 流 行 语 拼 起 来 可 以 这 样 产销往东三省而又返销回来的。业内人 或保健品，商家做宣传打广告明示某种
说：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你开挖掘机来 士一语道破真相：这都是“区域市场保 治疗作用和治疗功能，大都在误导消费
吓我，一步一步似爪牙，duang～吓得我 护”惹的祸。
者，是严重违反广告法律法规的行为。
辣条都掉了！
药品区域市场保护在我国非常普遍，
有媒体报道，清明期间祭品市场火
辣条拿来调侃可以不严肃，真拿它 指的是厂家为了保护甲地代理商（经销商） 爆，祭祀用别墅、豪车、手机等等应有尽
来吃就不能不当回事了。据国家食品药 的利益，
禁止乙地的代理商（经销商）将货 有，它们大都走仿真路线，惟妙惟肖，足
品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的食用安全消 物卖往甲地。
因为地区间有价格差异，
厂家 可以假乱真。不过，仿真没问题，可你弄
费提示，目前市场所售辣条产品存在超 为了保护市场发展，
实施区域市场保护。
另 出 iPhone7、宝马 X9 这种现世都没有的
范围、超限量使用防腐剂、色素以及菌落 外，
为了杀进其他地方市场，
一些药企不得 东东糊弄谁啊？先人们是该为后人们与
总数超标等问题。就算没有这些超标，鉴 不降低药品价格，
但在当地市场却可以凭 时俱进的“孝心”感动呢，还是该让后人
于辣条中盐分、糖分、油脂含量较高，建 借由
“市场保护”
获得的垄断地位定高价。 赶紧烧包辣条压压惊呢？
议不要过量食用。
至于为什么出现返销情况，
应该是代理商
其实，
“举头三尺有神灵”，
“人在做，
知道了辣条这些问题，许多网友唏 一时疏忽了。
但这个
“意外”
抖出的内情太 天在看”
。骗，
终究骗不过天地，
骗不过自
嘘不已，
纷纷表示要“吃包辣条压压惊”。 让人意外了。
由此及彼，
可以想见市场中还 己。所谓“出来混迟早要还的”。不怕做
就像辣条火爆销售的背后藏着一段 有多少
“区域市场保护”
产品在区别对待消 错，
就怕不改。北京稻香村公司在被发现
让人上火的内情一样，许多事情都有不 费者。
与其合作的正隆斋存在加工
“早产”
产品、
为人知的地方，而人们一旦得知真相，也
关于药，不为人知的东西还多的是。 加工过程偷工减料等问题后，
立即展开调
会发出
“吃包辣条压压惊”的唏嘘。
近日，贵州省工商局公开曝光了冬虫夏 查，当确认问题属实，马上公开向消费者
山东济南耿先生在相邻的两家药店 草含片、白花蛇七层透骨贴等 10 例虚假 致歉，
并展开内部整顿，
这种知错就改、
不
各买了一盒治疗同一种病的药，他仔细 违法广告和发布广告的媒体名单。这 10 拖不掩的做法，
还是值得肯定的。
对比发现，这两种药出自同一生产厂家， 例广告中，有 9 例为虚假宣传产品治疗效
那些起心动念不正的企业，若意识
药品名字成分都一样，只是包装和批号 果的违法广告，其中包括违法刊登处方 到头顶有位神灵在时时盯着自己看，会
不同，而价格却相差 8 倍。媒体对此进行 药广告。事实上，许多品名中带有“片”、 不会也想
“吃包辣条压压惊”呢。

□ 胡立彪

老企业战略转型显示实力

长虹推出全球首台移动互联电视

我们很大的冲击。
”
这次长虹发布的CHiQ二
代电视更是让全球智能硬件行业感到了中国
企业的实力。
长虹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海中说：
□ 本报记者 王杨二
“2015 年长虹将进一步融入互联网，
这次发
近日，国内家电行业知名企业长虹在 布的新品是公司在一代产品基础上根据用户
四川绵阳总部对外发布了长虹 CHiQ 二代 ‘痛点’
和互联网思维研发的升级版。
”
CHiQ
电视。各界对于长虹这样一家老牌传统家 二代电视进行了几项重大技术改造，
新品增
电制造企业的转型格外关注，主要是因为 加了一个移动升级模块。
其实施智能战略，而实施智能战略是需要
据介绍，
随着智能电视生态体系的发展，
技术积累的。此次长虹发布的 CHiQ 二代 很多第三方开发商开发的应用软件越来越大、
电视，创造了一连串的全球第一，其中最为 后台服务越来越多、
编解码和音画质技术也不
重要的就是全球第一台移动互联电视。
断更新，
但是硬件却不能轻松升级，
要再花几
据了解，长虹 CHiQ 一代产品可以实 千元购买电视显然成本太高，
至少大家还没有
现“移动看电视、回放看直播、按类点节目、 形成像智能手机那样一两年就更换一台的习
操控更自由”，同时以手机为控制中心，实 惯。
正是基于这样的消费
“痛点”
，
CHiQ二代
现手机对电视的无缝控制和协同。
电视推出的升级模块只需花费500元便可完
长虹 CHiQ 系列家电的发布，
不仅让长 成电视整机的硬件升级，
这个模块具备完整的
虹这家老牌制造公司的品牌形象年轻化，
更 智能硬件形态，
有 CPU、
GPU、
DDR、
存储器，
为重要的是其在产品自身以及推广方式上给 插上后让 TV 的运算、
解码、
显示能力大幅提
行业带来的冲击非常明显。
有业内人士指出， 升，
这也让CHiQ二代电视成为全球首台软硬
“长虹 CHiQ 产品彻底改变了过去大家对于 件均可升级的智能电视。
长虹的印象，
特别是端云一体的运营能力，
以
最关键的是，
长虹这次推出的新品是全
及产品背后雄厚的研发实力和深厚积累都给 球首台移动互联电视，
在原有的10核电视芯

企业观察室

片的基础上，
还新增加了一个移动端芯片，
而
后续的升级方案将通过这个移动芯片来完成。
行业专家指出，
长虹CHiQ二代电视采取
了
“电视芯+移动芯”
M+双芯技术，
保证复杂
场景下，
其性能超越现有所有智能终端，
同时
领先电视行业水平一个产品生命周期，
保持和
移动芯片的同步技术水平。
长虹 CHiQ 电视产品经理陈科宇介绍
说，M+双芯核心是长虹拥有的多项专利技
术 DCC 协议，这项基于芯片级资源整合的
核心技术，可以提供更优质的一体化体验，
实现“电视芯+移动芯”的多芯联动。陈科
宇说，电视盒子的各种连线让家居美观度
下降，机顶盒和电视端的双界面、双遥控器
分裂式操作，让用户的体验变得十分糟糕。
也正是基于这个消费痛点，CHiQ 二代电
视的升级模块彻底解决了这一消费困扰，
让原本需要多个交互界面、多个遥控器、多
条线路的连接变成一套操作系统，不需要
用户做任何设置和连接，便可畅快体验。
CHiQ 二代电视除采用了移动芯片之
外，在技术和硬件配置上也表现不俗，而全
球最薄的曲面电视，全球第一台全程语音

控制的智能电视更是提供给消费者全新的
感受。
陈科宇介绍说，长虹是目前彩电行业
内唯一一家拥有大数据处理能力，以及庞
大服务器资源的公司，
这为 CHiQ 电视更好
地服务于用户提供强有力的后台支撑。陈
科宇表示，围绕长虹以用户为中心的智能
战略，长虹大数据团队实践了一套包含数
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清洗、数据标准、数
据分析全流程的具长虹特色的大数据管理
方法论，而长虹大数据平台采集并存储长
虹全接触点的智能用户行为数据，充分整
合长虹企业内部数据，采集超过 1800 万台
的长虹智能电视终端数量，12 亿次日均
PV，数据记录数 1800 亿条，日活跃终端
800 万台，
在数据实时处理方面达到秒级的
处理能力，可以根据用户行为进行秒级的
精准推送。据此将产生极大的可以衍生的
跨界全新商业模式，
创造一片新的蓝海。
长虹在智能终端领域的全面领先是因
为其超强的用户需求洞察能力以及背后强
大的技术研发积累，而 CHiQ 二代电视更
是从全球智能硬件的角度都做到了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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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需求
为烘焙产业增添生机

本报讯 （洪 蓓 李 悦）随着烘焙行业的迅速
发展，烘焙产品受到消费者的欢迎，烘焙产业化结构
也在适应这个行业发展，出现各种不同的格局。当代
人崇尚个性，喜欢特立独行，消费者这一显著的特点
也不知不觉地融入烘焙行业当中，DIY 烘焙操作的兴
起使得烘焙产业的结构出现新的变化，带动一系列新
鲜的活力元素，各式蛋糕连锁店也朝着这个方向开启
经营道路，烘焙加盟的热潮中出现了新的吸引点，推
动着烘焙行业以一种崭新而活泼的方式在发展。
当前，烘焙产业的发展趋势是多方面的，但有一
个明显的发展趋势就是向个人消费延伸。越来越多的
消费者在家庭自己制作个性化的烘焙产品，以满足家
庭的消费需求。这一趋势带动了烘焙市场上烘焙产品
的热销，一些家庭烘焙必备工具掀起了购买的热潮。
很多连锁蛋糕店也针对消费者这一爱好，推出 DIY 烘
焙课程教学或者个性制作活动，这一活动卖点也成为
了加盟烘焙行业的一大亮点。
随着年轻人的消费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形成，烘焙
已经成为年轻消费者崇尚的潮流。烘焙要求拥有细腻
的情感、专业的手法，更需要有丰富的想像力和非凡
的创意，而这正符合了当下很多年轻消费者的特点，
他们不喜欢被束缚，不拘泥于生活中的条条框框，他
们有着自己独特的想法，他们用烘焙表达浪漫，用美
味表现快乐和开心。
如今，饼干 DIY、糕点 DIY 等已经逐渐进入很多城
市消费者的家庭，松软的蛋糕、浓郁的提拉米苏、香甜
的蛋挞等等，这些从前在一些连锁蛋糕店才能买到的
糕点如今在家就能轻松做出来，烘焙已经成为很多都
市白领或家庭主妇业余休闲减压的新选择，而烘焙加
盟也成为一大创业首选项目。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烘焙的消费群体中，一个庞大
的个人烘焙市场正在出现。蛋糕连锁店的经营重点也
开始转向这一类个性化群体，由此而壮大的烘焙原
料、烘焙工具、烘焙电器等市场已经开始发力，烘焙连
锁的热潮更加猛烈。所以，我们可以预测的是，中国的
烘焙产业将不再是独立的制造业，而将逐渐发展成为
类似欧美日等成熟市场的烘焙产业链，向着个人消费
者延伸，
形成一个跨行业的完整产业链条。
因此，纵观整个烘焙行业的发展，个性化的融入
确实增添了整个行业的生机，加盟烘焙蛋糕连锁店是
非常值得投资的事业。行业与消费者的关系向来息息
相关，消费者反向推动了烘焙行业的发展，这一现象
表明了必须时刻关注消费者的行为，找到可发展、可
投资的亮点。

芦荟纤维服装产业
方兴未艾亟待规范

本报讯 （记者彭 燮）谈到芦荟，大部分的人想到
的都是其在护肤、食疗等方面的应用，但随着纺织科技
的发展，纺织服装用芦荟纤维及芦荟纤维服装产品已
经逐渐进入我们的视野。
据悉，芦荟纤维是将芦荟萃取液在纤维纺丝时加
入纤维内而制成的功能性再生纤维素纤维。芦荟纤维
都是以黏胶作为载体。质量合格的芦荟纤维，其纤维内
部和外表均匀分布着纳米级芦荟萃取原液。
近年来，部分眼光独到的纺织企业将注意力投向
了芦荟。从 2010 年左右开始，芦荟纤维及其纺织服
装产品开始在国内市场销售。芦荟纤维服装以其柔软
蓬松的手感，特别是抗起毛、起球性等优点，被广泛
应用在家纺产品、机织面料、针织毛衫、内衣内裤等
纺织服装领域。相对于国内其他较为成熟的纺织服装
用再生纤维来说，芦荟纤维从生产规模、销售量比等
方面都只能算是非常小众的一种。从客观上看主要原
因是芦荟纤维出现时间还不长，市场对其的认知度不
高以及企业本身对于产品的市场定位模糊等。但更深
层次的原因则主要体现在原材料产地的地域性强，加
工工艺相对复杂以及行业内各方对芦荟纤维及其纺织
产品的信心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等诸多方面。
据了解，和其他纺织服装用功能性再生纤维一样，
现在厂商对于芦荟纤维功能性的宣传主要集中于它的
保健、护肤、美容、抗菌等作用，说白了就是还在“吃”保
健、护肤领域积累的“老本”。但对于芦荟纤维本身具备
的吸湿性、放湿性、舒适性等特性，以及芦荟纤维服装
产品所特有的悬垂性，易于染色，手感柔顺爽滑以及易
于维护等特性，却是鲜有关注、少有宣传。相比芦荟纤
维纺织品的功能认知误区，价格混乱更为严重，让消费
者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在一些大型商场，一套芦荟纤
维和天丝混纺的内衣售价接近千元，可在批发市场，所
谓的“芦荟纤维”袜子、内裤售价却与普通纺织产品差
不多，其中的猫腻不言而喻。

圣象发布三层实木地板
春夏流行趋势

本报讯 （文 商）近日，由地板行业领军品牌圣象
举办的“闻香识木——圣象三层实木地板春夏流行趋
势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本次发布会上，圣象从色彩、
风格、产品 3 个方面对三层实木地板 2015 年春夏市场
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发布，并以 V5、任性组合等热销产
品对“流行趋势”做出切实诠释；同时发布了圣象新实
木——北欧家族 Nordic family、V7 格调系列。
作为行业内首批把三层实木地板品类引入中国
市场的品牌之一，国内三层实木市场份额的最大占有
者，多年来，圣象始终引领着三层实木地板的发展，对
其市场走向有着敏锐的判断力，在三层实木领域频频
发力，不断以颠覆性新品引领着行业新发展。
发布会上，圣象三层实木地板事业部总经理朱玲
英从色彩、风格和产品 3 个方面，对三层实木地板在
2015 年春夏市场的发展趋势，进行了介绍：从色彩上
看，优雅的灰色、温暖的棕咖色和天然的木本色，将成
为三层实木地板在 2015 年春夏的主打流行色。从风
格上看，清新、简约的北欧风，将继续是三层实木地板
的风格主线。从产品上看，
“ 品质、时尚、健康”将成为
三层实木地板产品的三大关键词，成为 80、90 后等家
居主流消费群除了设计和风格外，最关注的产品核
心。
业内专家分析称，近年来，随着家居主流消费群
和消费观念的转变，三层实木地板已经逐步成为市场
主流产品。尤其是 2014 年，三层实木地板在行业迅速
崛起，需求量大增，在这个趋势下，2015 年有望成为三
层实木地板的市场爆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