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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资讯

夏日临近食物易变质
省食药监局提醒：警惕发生食物中毒

本报讯 （记者侯赛 通讯员王刚 陈定胜）为
保障公众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 海南省食品药品
监管局提醒广大消费者和餐饮经营单位， 要增强
炎热季节食品安全意识，防止发生食物中毒。

据省食品药品监管局有关人士介绍， 最好选
择到商场、超市和市场购买食品；购买熟肉、凉拌
菜等冷食，要注意储存温度，不要购买色泽鲜艳的
腌制肉类、街头卤菜；购买冷冻饮品尽量选择商场
和超市，买回的冷冻饮品要及时饮用，或及时放入
冰箱中保存；未食用完的食品要及时冷藏，熟制食
品在室温存放，时间不超过 2小时；外出就餐应选
择证照齐全、卫生设施好的餐馆，不要贪吃路边烧
烤等。

省食品药品监管局要求，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学校、建筑工地食堂及自办宴席等集体供餐单位，
要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操作规范，保持炊具、餐具、
饮具清洁卫生；生、熟食分开加工处理；妥善保存
食品，严格执行防蝇、防尘、防鼠等安全措施，严防
集体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

消费者就餐后如果出现不良反应， 应立即停
止食用可疑食物，尽快送往就近医院诊治，并保护
好现场，保留好可疑食物和吐泻物，在餐馆、食堂
等就餐的要及时向当地食药监和卫生部门报告，
积极配合有关人员开展调查。

■ 本报记者 侯赛

大多数超市未见
临界食品专柜

近日，记者走访海口市部分大中型
超市发现，大多数超市的临界食品专区
已经移向角落，甚至退出超市。 快过保
质期的产品，本应该摆放在临界食品专
区，现在却仍然摆在普通专柜暗中捆绑
促销。 一些超市里的售货员表示，超市
里快过期的商品，一般都会打折促销或
者以买一赠一的方式销售，不需要设置

临界产品专柜。
据了解，国内不少大

型超市都设立了
“快到期食品专
柜”，把即将到保

质期的食品进行集中陈列、 降价销售，
并向消费者作出醒目提示，不仅没有影
响销量，而且还赢得了消费者的信赖。

快过期食品
捆绑搭售成促销品

4 月 23 日晚， 记者在海甸三西路
一家大型商场发现，在该超市冷藏乳制
品区发现某品牌乳品捆绑销售。包装盒
上标注的 2014 年 4 月 4 日生产的酸
奶，保质期 21 天，目前仍在捆绑销售。
记者发现两瓶 490g 的某品牌乳品搭
配的“四件套”，将部分产品的保质期、
生产日期等信息打包到包装内部后，又
用胶带贴住相关信息，摆在乳制品冷藏
区最显眼的位置， 并未注明具体价格，
只打着“买一赠一”的标签，该“四件

套” 引来不少顾客的
关注。在该超市的常温
牛奶专区，记者也看到
许多 2013 年生产的
大量箱装牛奶，不是在
打折， 就是在捆绑销
售。

临界过期食品
应向消费者醒目提示
超市变换方式销售临近期商品的

行为，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是否存在欺
诈消费者之嫌?为此，记者采访了海南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流通监管
处相关负责人史全力。

史全力说， 部分超市对即将到期的
食品以捆绑或赠送的形式进行销售，不

仅低价诱惑，还故意隐瞒保质期，这种行
为侵害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
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等合法权益。

我省在 2012 年出台了《海南省临
近保质期食品管理办法》，该《办法》中
明确指出，大中型商场、超市和有条件
的食品经营者应设置临近保质期食品
专区或专柜，并在醒目位置标明“临近
保质期食品销售专区”或“临近保质期

食品销售专柜”字样。 未设临近保质期
食品销售专区或专柜的，待售的临近保
质期食品上应有统一的“临近保质期食
品”标签。

据了解，标注保质期在一年以上的
（含一年）， 临近保质期为到期前 45
天； 保质期在 6 个月以上不足一年的，
临近保质期为到期前 20 天； 标注保质
期在 90 天以上不足半年的， 临近保质
期为到期前 15 天；标注保质期在 30 天
以上不足 90 天的， 临近保质期为到期
前 10天；标注保质期在 16 天以上不足
30 天的，临近保质期为到期前 5 天；保
质期在 15 天以下的， 临近保质期为到
期前 1—4天。

打折、促销、买一赠一是超市里食品专区最惹人注意的场景，然而，这种貌似“优惠大酬宾”的商品背

后真的让消费者占了大便宜么？答案是否定的，不少消费者忽略了的，就是食品的保质期。2007 年 11 月，

国家工商总局发布了《规范食品索证索票制度和进货台账制度的指导意见》，提出今后“在超市卖场和社

区食杂店销售的即将到保质期的食品，须在销售场所集中陈列并作出醒目提示。 ”而事实上，很多超市都

没有做到，消费者在购买这些商品时，往往只是图个便宜，而忽略了保质期的问题。

临界食品专柜难觅踪影

捆绑促销食品知多少?

如何判断和预防疟疾？
日常生活要防蚊子叮咬，备预防用药
■ 本报记者 马珂

4 月 26 日为全国疟疾日，如何预
防疟疾？ 得了疟疾如何治疗？ 为此，记
者采访了海南省疾控中心有关专家。

我省提前 3年实现
消除疟疾工作目标
疟疾， 俗称 “冷热病”、“打摆

子”。 海南省疾控中心专家介绍，疟疾
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
大传染病之一，目前全球有 99 个国家
和地区流行疟疾，约 33 亿人受到疟疾
威胁， 每年约有 2 亿疟疾病例，66 万
人死于疟疾感染。

海南省地处热带地区， 曾是全
国疟疾流行严重的地区之一， 在各
级政府的支持下， 我省疟疾防治工
作者经过几代人、 几十年不懈的努
力， 有效控制了疟疾暴发流行，流
行强度显著降低， 流行区范围明显

缩小。
海南省政府根据海南疟疾流行特

征和防控工作现状，制订了《海南省消
除疟疾实施方案》，制定了至 2015 年
全省实现无本地感染疟疾病例、2018
年实现全省消除疟疾的目标，至 2012
年全省已无本地感染疟疾病例，提前 3
年达消除疟疾工作目标。

如何判断是否得了疟疾？

疟疾的早期症状与感冒相似，疟
疾发作的前几天， 可有轻度的畏寒、
低烧，伴有疲乏、头疼、全身不适、腹
泻等。 疟疾是由疟原虫寄生于人体引
起的传染病， 也是一种寄生虫病。 疟
疾的主要症状包括发冷、发热、出汗、
全身酸痛等，有时还伴有呕吐、腹泻、
咳嗽。 病情严重的患者还会出现谵
妄、 昏迷和休克， 以及肝、 肾功能衰
竭，如不及时救治，有可能因病情延
误而危及生命。

使用什么方法预防疟疾？

一是防止蚊子叮咬： 在疟疾流行
季节使用纱门、纱窗、蚊香等防蚊措施，
对野外露宿的人员，应使用驱避剂和使
用蚊帐，避免蚊虫叮咬。在疟疾暴发时，
可采用室内杀虫剂滞留喷洒或用菊酯
类杀虫剂浸泡蚊帐进行灭蚊。二是预防
性服药： 进入疟疾高传播地区人员，应
于传播季节定期服用抗疟药，但连续服
药的时间不宜超过 3—4个月。 药物及
用法：氯喹，每次服 2片，7—10天服一
次。 或哌喹，每次 2片，每月服一次。

出国前， 要了解您所去国家或地
区的疟疾流行情况；携带抗疟药；在国
外期间，如果感觉有发冷、发热、出汗
等症状（类似感冒），请及时到医院就
诊和治疗， 或按说明书服用自带抗疟
药。 回国后，如果出现发热症状，请及
时到医院就诊， 必要时可到当地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咨询或检查。

基因疗法有望
让人工耳蜗使用者听音乐

过去 40多年中，人工耳蜗帮助很多失聪人士
重回有声世界，但除了基本的语言交流外，使用者
仍然无法欣赏音乐，无法感受较为复杂的声音。 澳
大利亚的一项新科研成果或许会改变这一局面。

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人员 23 日在美国期
刊《科学转化医学》上报告说，他们新研发了一种
“电－基因输送” 疗法， 即利用人工耳蜗的电脉
冲，结合基因疗法，对完全失聪的豚鼠进行治疗，
让其耳蜗中的细胞产生神经营养蛋白， 从而成功
让豚鼠的内耳“听神经”再生。

研究人员说， 在售的人工耳蜗的工作原理是
对位于内耳耳蜗内功能尚好的听神经施加电脉冲
刺激，这种方式可使听力得到部分恢复，但无法真
正让听力恢复正常。他们认为，新研究成果有望帮
助失聪者听到音乐等更丰富的声音。

这项研究的负责人、 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加
里·豪斯利说：“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借助人工耳蜗
让失聪者听到更多的音调及其变化， 这对他们感
知周围的声音世界、 欣赏音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
义。 ” （据新华社电）

■ 本报记者 林容宇

近期，有网友在天涯论坛发了两则
有关校外食品安全问题的帖子，得到了
很多网友的支持，他们呼吁学校及有关
部门一定要引起重视。

网友“星子与我”在天涯论坛发帖
“救救自己的孩子”， 帖中称：“我从孩
子丢下的零食残物中看到一种类似手
枪形状的塑料壳，这种塑胶质量低劣，孩
子竟然特爱吃里面的水，我看到都害怕。
我们管不了这种食品是不是卫生，但是
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多管自己孩子的嘴
巴，不要整天一心赚钱赚钱，如果孩子
都废了，钱再多又有何用?”

另有网友“沧海亦云”发帖“谁来
管管那些小学门口摆摊的小贩”， 其表
示好多小学门口都有好多小贩在卖风
味小吃和各类零食， 不但影响交通，而
且影响小孩。 “灰尘、苍蝇肆虐，食品卫
生不达标， 让祖国的花朵吃这样的食
物，做为家长真的很心忧，”该网友呼吁
学校及有关部门重视校外食品卫生安
全。 两个帖子引发了不少关注。

味道好 学生爱吃

记者调查发现，校外小吃以闹市区
内的学校居多，这些学校由于紧邻闹市
区，附近除了小商铺、小卖部等有出售
低劣零食外，每逢上学放学时间，流动
摊贩也在学校附近集中。

三亚市第四中学一侧与居民区紧
邻，记者数了数，与教室一墙之隔的巷子
里有超过 10 家流动商贩， 这些小摊位
是以学生为消费主体，其中卖小吃的居
多。 一到放学时间，流动摊贩便在这条
巷子内聚集，有的售卖油炸食品、自制
饮品、现制快餐等，“每到上午 11 点，这
里便会油烟冲天。 ”住在附近的居民反
映说。

记者注意到，这些流动摊位十分简
陋，卫生条件更是无法保障。 一个卖炸
串的小商贩，支起煤气炉，炉上放一口
油锅，再加上几把矮凳子，就算是把“小
吃店”开起来了。 到了放学时间，这些流
动摊位便成了学生吃饭的“好去处”，只

见小商贩们被学生团团围住，应接不暇，
餐具根本不经过消毒， 只是用塑料袋直
接套上。

“小摊上的东西好吃，种类也多。 ”
一位李姓同学透露， 她和同学最喜欢的
是炸串，“炸几串当午饭，好吃又方便。”

卫生差 家长发愁

小吃摊的食品大多直接放在外面，
过往车辆的扬尘和尾气容易使食物受到
污染。小吃摊地上随处可见食物残渣、用
过的餐具，有些摊位的冰淇淋、奶茶都是
老板自制的，水果也是提前削皮、切好，
泡在水里， 卖的时候就直接装在食品袋
里。 面对此场景，家长们直摇头。

记者采访了几位接孩子的家长，他
们都表示， 每次等孩子的时候都能看到
这些小摊，“小摊以及周边的环境看上
去就很不干净， 家长肯定都不愿意让孩
子吃。 ”家长陈先生说出了他的无奈，但
是小商贩总是变着法子吸引孩子。

“我唯一的做法就是不给小孩零用
钱，好像只有这样才能管住他，让他不买
零食。 ”一位家长无奈地说，“我想不出
更好的办法了。 ”

整治难 学校无奈

三亚市某中学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 市容执法大队几乎每天放学时间都
会在校外巡逻，但由于人手问题，无法长
期在各校蹲点， 因此流动摊贩常与执法
人员“打游击”，碰到检查他们就走，检
查一结束他们又回来，“监管起来很困
难”。

三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流动摊贩的流动性大，其食材的
加工场所及加工过程无法监管到位，要
彻底整治还需执法局、 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工商局等多部门联合行动。

“我们也想让学生杜绝不卫生、来
源不明的食品， 这样才能从源头上让小
吃生意做不起来。 ”三亚市第四中学符
老师说，这不光是相关部门的事，更是孩
子们、 家长们的事，“孩子们都不去买
了，才能真的全面杜绝。 ”

校外小吃卫生差
学校无奈家长忧

某中学旁的小吃摊。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海南妇产科医院
开设助产士门诊
可为准妈妈提供一对一服务

本报讯 （记者原中倩 通讯员吴新立）4 月
23 日上午， 海南妇产科医院助产士门诊正式接
诊。 据介绍，每周三上午，由该院资深助产士轮流
坐诊，为准妈妈们提供一对一孕产期保健、分娩镇
痛、胎教、营养膳食、分娩征兆、待产过程、分娩技
巧、产房特色服务等服务，孕妇本人或家属都可前
往咨询。

据了解，助产士门诊，是为孕产妇心理和健康
搭建的一个沟通平台， 能针对每位准妈妈的具体
情况，给予个性化指导。 在这里，准妈妈与或将为
自己接生的助产士见面、沟通交流，可大大减少陌
生感。 如今，很多女性都是第一次当妈妈，通过助
产士与孕产妇面对面的培训， 可使她们掌握孕产
期的知识与技能，提高孕产期的应对能力，使其以
快乐的心态顺利完成分娩过程。

“春季科学长高”
免费讲座周日举行

本报讯（记者马珂）春季是孩子长高的关键
时期。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儿童在春
季长得最快，在 3 月—5 月中，身高增加值等于 9
月—11月身高增长的 2—2.5倍。

如何抓住这个黄金季节，让孩子们蹿蹿个头、
长高一大截？ 又应避免哪些误区？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将于 4 月 27 日上午举行
“春季科学长高”生长发育知识讲座，活动将邀请
海南省人民医院儿科内分泌专家陈炽主任、 海南
省妇幼保健院张雅琴主任进行授课。 家长可提前
预约，免费参与讲座。

海口市食药监局开展
医疗器械整治专项行动

本报讯（记者侯赛 通讯员陈定胜）记者从海
口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悉， 该局将开展为期
5 个月的医疗器械“五整治”专项行动，以重点产
品、重点企业、重点案件线索为突破口，着力整治
虚假注册申报、违规生产、非法经营、夸大宣传、使
用无证产品等五种行为。

整治专项行动包括： 以体验式方式未经许可
擅自销售医疗器械， 无证经营装饰性彩色平光隐
形眼镜、助听器，未按要求贮存和运输体外诊断试
剂等行为；整治腰腿痛、近视眼、糖尿病和高血压
等贴敷类、 物理治疗类医疗器械进行违法宣传的
行为等。

国际游客“私人订制”中医旅游
■ 本报记者 马珂 黄媛艳

通讯员 刘泽林 胡楠

4 月 22 日下午，俄罗斯的瓦基米
日和丽丽亚夫妇准时来到海南省三亚
市中医院， 请医院针灸科主任萨仁为
他们进行艾灸。 这是这对夫妻 5 年前
到三亚旅游时订制的中医理疗服务。
如今，为外国游客“私人订制”中医理
疗已经成为这家医院的特色服务。

瓦基米日今年 52 岁， 丽丽亚 49
岁，每年这个时候，夫妇俩都会通过电
子邮件与萨仁联系，到三亚来享受“私
人订制”的服务，“前后时间都不会超
过两天” 萨仁说。 根据医生建议的时
间， 夫妻俩从俄罗斯飞到三亚进行中
医理疗，理疗项目主要是艾灸，做一个
疗程一般需要 7-10天， 回国的时候，
夫妻俩都会带上够 2-3 个月用的中
药。“像这样长期和我联系的外国游客
约有 100 多人，什么季节都有，在邮件
里讲好了，他们就会按时来。”萨仁说。

有时候， 游客也会邀请三亚市中
医院的医生出国为她们服务。 萨仁和
她的团队就多次到俄罗斯、 哈萨克斯
坦等国为游客进行中医理疗服务。 仅
萨仁一人，就已先后为哈萨克斯坦、俄
罗斯、塔吉克斯坦、罗马尼亚、瑞典、英
国、美国、蒙古、意大利、法国等国家的
近万名政要、 商界人士和游客提供过
中医理疗服务。 三亚市中医院服务过
的客人即包括俄罗斯现任总理梅德韦
杰夫、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默诺夫等政商界
要人， 也为俄罗斯别斯兰恐怖事件两
批受伤儿童和 50 名吉尔吉斯斯坦儿
童进行中医康复理疗服务。 正是有了
这样的基础， 三亚市中医院的中医理
疗在外国游客中有良好的品牌形象。

“我们年平均接待 3000 人次的高端
外宾，截止目前，已为 3 万余人次外宾
提供中医疗养服务， 每位外宾平均的
医疗消费在 2 万美元， 为三亚带来的
综合效益超过 8万美元 /人次。”三亚
市中医院负责人陈小勇说。

需要进行中医理疗的外国游客越
来越多，需要的中医技术人才也越多。
三亚市中医院通过招聘、培养等方式，
培养高水平团队，仅针灸科就扩大到 5
个团队， 刘建浩博士所在的针灸二科
就是其中之一。 今年 4 月 9 日至 10
日，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这个团队
为到琼的吉尔吉斯前总理詹托罗·萨
特巴尔季耶夫夫妇提供中医理疗服
务，受到客人的赞扬，萨特巴尔季耶夫
离开三亚时， 还特意带上了三亚市中

医院为他们开的中药。
为了与国际高端游客的中医旅游

对接， 三亚市中医院发起成立了三亚
欣欣荣中医疗养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 成为海南医院系统唯一的国际旅
行社。 该公司业务总监许芝兰说：“我
们为外宾提供‘私人订制’中医理疗
服务， 不仅会根据客人的身体状况因
私定制治疗方案， 也会为客人提供机
票、 签证、 景点住宿、 翻译等配套服
务。”为了给外国游客提供更好的医疗
服务，由政府投资 1.69亿元建设、依托
三亚市中医院建设的国际友好中医康
复疗养院将于今年 8 月建成， 将按照
市场化运作模式经营。 同时，三亚市还
正在谋划建设健康国际中医养生保健
中心。

三亚市中医院针灸科主任萨仁在为游客做中医理疗。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三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