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年前，家中老人从农村的
年货展销会上购得一包黄花菜

（俗称“金针”）。从外形上看，这包
黄花菜色泽金黄，没有杂质，“卖
相”很是不错。老人知道我们爱吃

“金针烤肉”，特意带到我家来。但
是，当我打开外包装时，一股刺鼻
的化学药品的气味扑面而来，几
欲令人作呕。很显然，老人买来的
这包黄花菜，是用硫黄熏制过的，
而且硫黄的用量已大大超标。

明知买到了有害食品，却退
货无门，只能悻悻然丢到垃圾桶
里了事。因为这些出没于农村年
货展销会的不法商贩，打一枪换
一个地方，等我们发现所购食品
有问题时，这些人早已不知跑到
哪里去了。

农村消费群体是中国最大的
消费群体，也是弱势群体，容易

受到假冒伪劣食品的侵害。许多
农村消费者在购买食品时，只问
价格高低，对食品的真假、生产
日期、配料等不是很关注。正是
这种贪图小便宜的购物心理，为
不法商贩在农村市场推销假冒伪
劣食品提供了可乘之机。

假冒伪劣食品问题已困扰农
村市场多年，一直是相关部门的
工作重点，治理措施、治理手段
也是年年加强，但取得的效果却
不尽如人意。希望这次自上而下
的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
动，能够为农村食品市场进行一
次彻底的“大扫除”。

同时，广大农村消费者也要
进一步提高食品安全意识，加强
自我防范，发现问题食品要及时
向相关部门反映，不要给违法分
子提供活动空间。 （王芳）

还农村食品市场一方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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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2 日，每食屋冻品市
场，有店家正在把一箱大包装的
冷冰涮肉卷进行分包，然后贴上

“牛肉风味卷”的标识出售。仔
细观察分包产品上所贴的标识
后，鄞州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
发现，在大大的红色加粗的“牛
肉”两字下面，还有用白底小
字标注的“鸭肉”两字。执法
人员经过仔细核对，发现这批

“牛肉风味卷”其实是 85%的鸭
肉加上15%的牛脂混合压制冷冻
而成，然后切片分包出售，主要
销售去向是自助火锅店和农村集
市。

那么，来采购的商户知道这
批“牛肉风味卷”的真实配料
吗？执法人员告诉记者，来采购
的商户应该是知情的，因为正常
牛肉卷的批发价格是每箱 120
元，而这种“牛肉风味卷”每箱
的批发价仅需58元。

鄞州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该批发商在切片包装后
张贴突出“牛肉”两字的食品标
签，违反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用
规范的相关规定，会在零售环节
或餐饮环节出现虚假宣传或误导
消费者的情况，让下游零售商、
火锅店主达到以次充好的目的。

除了假肉，假酒在宁波也有
出现。近日，鄞州区市场监管局
重点对大型餐馆、烟酒零售店、

高档烟酒回收店销售情况进行了摸
底调查。检查中发现，有一家店存
在售假情况，执法人员随即查处了
36 瓶假冒茅台和 41 瓶假冒五粮
液，还查处了在茅台纪念酒瓶上使
用飞天图案商标的白酒 32 瓶，标
注的生产厂家为贵州茅台年份酒股
份有限公司。该店主辩称，“这都
是我从个人手中购入再销售给他
人，实在无法提供相关进货凭证。”

而在慈溪，宗汉市场监管所依
法对辖区某企业的经营场所进行检
查，发现该企业正在从事食品生产
经营活动，并在其仓库内发现了外
包装上突出标有“仙贝”字样的膨
化饼干。而“仙貝”两字，早已经
被旺旺公司注册并广泛使用了。当
事人无法提供相应商标权利人的授
权证明或许可手续，涉嫌商标侵
权。

人们爱吃的西式糕点中也可能
加入了过期原料。日前，鄞州区市
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某西饼店进行
了现场检查。在该店后厨，执法人
员发现食品原料中金黄糖浆的生产
日期为 2017 年 5 月 18 日，保质期
为 18 个月；黑胡椒料的生产日期
为 2014 年 10 月 29 日，保质期至
2018 年 10 月 7 日，上述食品原料
均超过了保质期。根据食品安全法
的规定，鄞州区对上述食品原料进
行了暂扣，并对商家使用过期食品
原料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鱼目混珠 防不胜防

“六个核桃”变身“六个垓

桃”，乍一看是“康师傅”其实

却是“康帅傅”，“旺好牛奶”

被当成“旺仔牛奶”买回了家

……一些假冒仿冒知名品牌的

“问题食品”，在城市已踪迹难

觅，却在农村沉渣泛起，屡禁

不止，屡打不绝。

去年12月中旬，全国农村

假冒伪劣食品治理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召开，对推进农村假冒

伪劣食品治理工作作了全面系

统部署。

从去年年底开始，宁波各

区县 （市） 吹响了农村假冒伪

劣食品专项整治攻坚战的“号

角”，全面打击生产经营假冒伪

劣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全面

规范农村食品市场秩序，全面

改善和提高农村食品质量安全

水平。

据介绍，把鸭肉当作“牛肉
风味卷”卖，批发商主要来自农
村；回收贩卖假茅台和假五粮液
的店铺，开在城乡结合部；标注

“仙贝”两字，包装与“旺旺仙
貝”一模一样的膨化饼干，主要

也是销往农村集市；而那家使用过
期原料的西饼店，同样是开在农村
……

农村市场向来是假冒伪劣食品
的滋生地，尤其是地处偏远的地
区，假冒伪劣食品的销售更是猖

便宜为上 监管较弱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主要负责
人最近表示，2019 年，全国市
场监管部门要针对市场环境中影
响消费信心的薄弱环节，着力解
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目前，企业违法成本低、消
费者维权成本高、市场监管执法
难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
个重要原因在于监管的相关标准
和制度滞后。今年，市场监管部
门将加快一些急需标准和重要制
度的建设，提高市场监管的权威
性、有效性。

根据宁波市农村假冒伪劣食
品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从
2018 年 12 月 21 日 起 ， 市 农 业
局、市林业局、市海洋与渔业
局、市商务委、市公安局、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
市供销社集中开展为期 3个月的
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
动，打击生产经营农村假冒伪劣
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

针对农村假冒伪劣食品问
题，我市治理的核心任务可以概
括为“5266”：重点检查 5 类对
象，即小作坊、小商店 （小超
市）、小摊点、小餐馆、小商
贩；重点关注 2个市场，即农村
市场和食品批发市场；重点针对
6种品类，即方便食品、休闲食
品、酒水饮料、调味品、奶及奶
制品、肉及肉制品 （特别是对来
自疫区的、走私或者未经检验检
疫的） 等农村消费量大的食品；
重点打击 6种违法违规情形，包
括食品假冒、侵权“山寨”、食
品假货、“三无”、劣质以及超过

保质期。
而对农村假冒伪劣食品的查

处，我市将重点放在查处假冒他
人或使用虚假的厂名、厂址、商
标、产品名称、产品标识等信
息，商品包装标识、文字图案等
模仿其他品牌食品，与他人的食
品包装装潢相近似，混淆、误导
消费者，假羊肉、假狗肉、假驴
肉等以假充真的食品欺诈，无生
产厂家、无生产日期、无生产许
可的“三无”食品，以次充好、
掺杂使假、超规使用食品添加
剂，涂改、虚假标注生产日期或
保质期等违法行为。

专家建议，不让假冒伪劣食
品在农村“大行其道”，就要相
关部门强化监管整治，全面打通

“监管毛细血管”，提高违法成
本，让生产经营假冒伪劣食品的
商户“不敢为”；加大普法力度
和食品安全宣传力度，扩宽农村
消费维权渠道，让这些商户“不
能为”；让正牌优质商品进入农
村商铺，让更多农村消费者能像
城里人一样买到放心食品，让这
些商户“无处为”。若假冒伪劣
食品的产销空间和利益空间被不
断挤压，农村食品市场就能得到
不断净化，农村食品安全状况也
将获得改善。

重拳出击 直指假劣

1月17日，中国消费者协会
公布了 2019 年消费维权年主题

“信用让消费更放心”，这是对消
费领域信用体系的呼唤，也是对
放心消费环境的期盼。

近年来，消费已经成为经济
发展最强劲的推动力，基础性作
用日渐突出。与此同时，消费领
域假冒伪劣、虚假宣传、支付风
险、信息泄露、霸王条款等损害
消费者权益的情况仍时有发生，
经营者信用缺失的现状依然不容
乐观，消费者的安全权、知情
权、公平交易权、监督权等还得
不到充分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着消费者满意度和消费信心，
制约着消费潜力的进一步释放。

据中消协秘书长朱剑桥介
绍，今年，中消协将呼吁加快消
费领域信用体系建设，通过政府
主导、社会参与、行业自律，尽
快形成公正、科学、公开的信用
评价体系；倡导经营者依法诚信
经营，自觉完善诚信经营行为，
虚心接受消费者评价意见；鼓励
引 导 消 费 者 依 法 主 张 自 身 权
益，积极行使监督权，主动参
与消费后评价，主动投诉、举
报失信经营行为；推动调查体
验、比较试验等评价信息及消
费者投诉信息与经营者信用评
价机制的对接，助力建立消费领
域信用体系。

（孙佳丽 整理）

信用让消费更放心

对假冒伪劣说“不”
农村食品市场“大扫除”来了！

记者 孙佳丽 通讯员 蒋慧 孙幸尔

獗。在小超市、小卖部和小集市
上售卖的假冒伪劣食品，质量安
全难以得到保障，有些是假冒的

“三无产品”，有些是打擦边球的
劣质商品，这对农村消费者尤其
是孩子的健康而言是个隐患。

这些假冒伪劣食品从何而
来？为何专挑偏远村镇的小超
市、小商店来进行销售？

“假冒伪劣食品一般来源于
小作坊，没有正规的食品生产流
程和卫生把控环节，甚至有些黑
心作坊可能连食品生产许可证都
没有。”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
人说，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消
费群体法律意识、消费维权意识
和自我保护意识较弱，小商小贩
更是习惯于迎合他们“贪便宜”
的心理。

笔者曾经在某批发市场看到
过外包装“高仿”“椰树牌”椰
汁的“椰子牌”椰汁。卖家将这
两种牌子的椰汁一箱箱摞在一
起，而每箱 30 罐的“椰子牌”
要比“椰树牌”便宜 20 元。笔
者发现，买“椰子牌”椰汁的人
还不少。在他们看来，既然两种

椰汁口味差不多，外包装也差
不多，为什么不买便宜一点的
呢？事实上，“椰子牌”椰汁锁
定的销售对象，正是这部分贪便
宜的消费者。

专家表示，农村市场成为假
冒伪劣食品的汇聚之地并非偶
然。由于城市中大多是连锁店或
者比较正规的商场和超市，有自
己的固定进货渠道和质量把关流
程，监管部门对它们的经营行为
和产品质量监督往往也更加到
位。而农村市场就不同了，经营者
食品安全意识较差，对产品品牌
和质量把控也不是太严谨，再加
上农村市场点多面广，监管力量
相对薄弱，这就给不法商贩留下
了可乘之机。

同时，因为农村消费水平相
对较低，部分小商超甚至已经习
惯于引进那些看上去和大牌正品
差不多、价格却低很多的假冒伪
劣食品，来迎合农村消费者“贪图
便宜”的消费习惯，同时获得更大
的利润空间。凡此种种，导致农村
市场假冒伪劣食品问题年年整
治，效果却终究不尽如人意。

江北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正在新二号桥市场检查食品经营情况。
（孙佳丽 摄）

象山县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在一家小店查到假冒伪劣食品象山县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在一家小店查到假冒伪劣食品，，立马予以查封立马予以查封。。（（罗沁瑶罗沁瑶 孙佳丽孙佳丽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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