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法使用工业二氧化碳制作扎
啤，除了牟利驱动，还存在产业配套缺
失等原因。”陆立权介绍，有资质的食品
级二氧化碳生产企业少，运输成本高。

以浙江省为例，从案件查办掌握的
初步情况来看，合规的食品级二氧化碳
充装企业数量仅为5家，主要集中在杭
州、宁波等地，且二氧化碳气瓶属于危
化品范畴，对于区域间运输、储存要求
高，物流成本也较高。

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本案属于在食品中添加食品
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用非食品原

料生产食品，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
学物质，以及在食品中添加药品，统称
为食品非法添加。

据统计，从2020年至今，全国市场
监管部门专项查办食品非法添加类案
件7821件、罚没款1.01亿元。

市场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加大打击
力度，斩断食品非法添加的违法链条。
凡是故意非法添加的一律依法从严从
重查处；能够吊销许可证的一律吊证；
涉嫌犯罪的一律移送公安机关；能够处
罚到人的一律处罚到人。
（据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记者赵文君）

近期，浙江省市场监管局
率先针对扎啤非法添加
工业二氧化碳问题开展
专项执法检查。101个
市县（区）出动执法人
员7055人次，检查餐
饮店、扎啤经销商及
二氧化碳充装企业
5630家。

浙江省温州市
的一名扎啤经销商
林某说，一个装有8
升二氧化碳的气
罐，可以配置出360
升扎啤。起初，他
从正规的食品添加
剂生产企业购进二
氧化碳气罐，后来听
说充装工业二氧化
碳价格便宜，于是开
始用工业二氧化碳混
入扎啤原浆。执法人
员检查发现，从2020
年8月至2021年7月，
林某卖出了这种扎啤

60000多升。
在口感风味上，使用工

业二氧化碳制作的扎啤与食
品级二氧化碳制作的扎啤差
别并不大。但是，对照食品
级二氧化碳国家标准，工业
二氧化碳纯度低、杂质多，对
于苯、总挥发烃等有毒有害

物质没有限量要求。
执法人员将查获的工业

二氧化碳样品送专业机构检
验检测，结果显示：苯含量超
过国家标准15倍、二氧化硫
含量超过国家标准15倍、一
氧化碳含量超过国家标准8
倍、总挥发烃含量超过国家
标准4.5倍。

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
不得在食品中添加除食品添
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
研究院食品检验研究所副
所长刘柱介绍，苯是一种常
用的有机溶剂，通常作为工
业上的基础原料。由于对
人体有害，在食品级原料、
包装等方面被严格限制使
用。使用工业二氧化碳制
作扎啤，属于非法添加的违
法行为，其所含超量的苯、
总挥发烃等有毒有害物质
残留在啤酒中，会造成食品
安全潜在风险。

执法人员对查获的餐饮
店追根溯源，倒查上游经销
商、相关配送企业以及气体
分装企业，了解企业是否具
备相关生产经营资质。同
时，追查二氧化碳采购、配送
及充装记录，对涉案相关当
事人予以立案查处。

明知添加工业二氧化碳属于违法行
为，为何不法商家敢于铤而走险？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某经营户周
某说：“从经销商处采购扎啤，制作扎啤
的机器、二氧化碳气体都由经销商免费
提供，每次气罐用完后由经销商回收。”
检查发现，今年以来，他卖出了660升扎
啤，非法获利2706元。

执法人员介绍，通常经销商为餐饮经
营者免费提供扎啤机、二氧化碳气体，气瓶
瓶体在使用完毕后回收。然后，经销商将
空气瓶送至工业二氧化碳气体生产企业，
重新充装后投入使用。这些气瓶的瓶体普

遍没有食品级标签标识。
浙江省金华市市场监管局综合行

政执法队副队长马丁丁介绍，工业二氧
化碳价格为每升2.5元至3元，约是食品
级二氧化碳的一半。餐饮经营者非法
使用工业二氧化碳制作扎啤，每百杯可
多获利约20元。一户小餐饮店每月至
少可多获利500元，酒吧或较大餐饮店
的获利空间则更大。

至此，违法产业链浮出水面：上游
是二氧化碳生产企业；中游是二氧化碳
气体分装配送企业、扎啤经销商；终端
是餐饮经营主体。

扎啤中竟然
添加工业二氧化碳
相关部门加大力度打击“黑心”商人

作为大众畅销饮品的扎啤作为大众畅销饮品的扎啤，，
是在啤酒原浆中充入食品级二氧是在啤酒原浆中充入食品级二氧
化碳制作出来的化碳制作出来的。。近期近期，，在市场监在市场监
管总局部署的管总局部署的20212021民生领域案件查民生领域案件查
办办““铁拳铁拳””行动中行动中，，浙江省市场监管部浙江省市场监管部
门查办了一批扎啤非法添加案件门查办了一批扎啤非法添加案件。。不不
法分子为节省制作成本法分子为节省制作成本，，竟然用工业竟然用工业
二氧化碳替代食品级二氧化碳制作扎二氧化碳替代食品级二氧化碳制作扎
啤啤，，苯含量超过国家标准苯含量超过国家标准1515倍倍。。

苯含量超过国家标准15倍

将加大打击力度，重视产业配套缺失问题

每百杯可多获利约20元，售卖主体为餐饮店或酒吧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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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视点

对重大需求开展基础研究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纲要中，合成生物被专门列入科技前
沿领域攻关的范畴。

据了解，经科技部批准，天津工业生
物所正在牵头建设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
新中心。科研团队的下一步目标，一方
面是继续攻克淀粉合成人工生物系统的
设计、调控等底层科学难题，另一方面要
推动成果走向产业应用，未来让人工合
成淀粉的经济可行性接近农业种植。

“这是针对重大应用目标实现中
的瓶颈科技问题开展基础研究。”中国
科学院院士赵国屏评价。

在科学家眼里，人工合成淀粉未来
如果进入实际应用，不仅能节约耕地和
淡水资源、进一步保障粮食安全，还将带
来诸多想象空间。

中国科学院院士康乐认为，人工
合成淀粉过程中“抓”住的二氧化碳，
若能远多于排放的二氧化碳，就可以
进一步挖掘潜力，为碳达峰碳中和做
出更大贡献。

中国工程院院士岳国君举例说，
人工合成淀粉的中间产品，比如葡萄
糖，可发酵生产醇、酸、酮等平台化合
物，广泛用于生产塑料、纤维和橡胶。

“在社会重大需求中提炼科学问
题，在回答科学问题中取得重要突破，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基础研究。”周琪说。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我国突破
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技术

未来有望通过工厂大规模“制造”粮食
以二氧化碳为原料，不依赖植物光合作用，直接人工合成淀粉——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一支

科研团队在实验室里首次实现了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从头合成，相关成果北京时间24日由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科
学》在线发表。 这个突破的“含金量”如何？未来有望通过工厂大规模“制造”粮食吗？记者跟进采访解读。

“向前推进一大步”的突破

淀粉是粮食最主要的成分，也是
一种重要的工业原料。人工合成淀
粉是科技领域一个重大课题，吸引
了多国科学家深入探索，但一直未
取得实质性重要突破。

论文通讯作者、中科院天津工
业生物所所长马延和介绍，此次研
究中，科研人员用一种类似“搭积
木”的方式，从头设计、构建了11步
反应的非自然二氧化碳固定与人工
合成淀粉新途径。核磁共振等检测
发现，人工合成淀粉分子与天然淀
粉分子的结构组成一致。

相比而言，自然界的淀粉合成
依赖植物光合作用，涉及约60步代
谢反应以及复杂的生理调控。

论文第一作者、天津工业生物
所副研究员蔡韬介绍，实验室初步
测试显示，人工合成淀粉的速率是
自然淀粉合成速率的8.5倍。在充
足能量供给的条件下，按照目前的
技术参数推算，理论上1立方米大小
的生物反应器年产淀粉量相当于我
国5亩玉米地的年产淀粉量。

这一突破得到该领域一批国际
知名专家的高度评价。德国科学院
院士曼弗雷德·雷兹表示，将二氧化
碳固定并转化为有用的有机化学品
是一项重大的国际挑战，本项工作
将该领域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美国工程院院士延斯·尼尔森表示，
这是利用合成生物学解决当今社会
面临的若干重大挑战的惊人案例，
将为日后更多相关研究铺平道路。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坚表示，这
个工作是典型的“0到1”的原创性成
果。神户大学副校长近藤昭彦表
示，这项研究成果将对下一代生物
制造和农业发展带来变革性影响。

从分子生物学到合成生物学，科
技进步已经让酶的定向改造日益成
熟，并广泛应用于食品生产、疫苗开
发、农业病虫害防治等领域。理论
上，大多数食品和石油化学品都可
以借助合成生物学技术制得。

不依赖传统农业种植，人工“制
造”粮食——瞄准“农业工业化”这
一远景，多国科学家各显身手，展开
攻关。

“为未来的‘细胞工厂’打开了
一扇窗。”对于此次研究的应用前
景，蔡韬打了一个比方：人工合成淀
粉的新反应途径相当于汽车发
动机，酵母细胞

相当于汽车底盘，下一步要把发动机
放到底盘上安装好，对酵母细胞进行
系统设计与改造，搭建一个淀粉合成
的“细胞工厂”进行规模化生产。

不过，“细胞工厂”生产粮食的
希望实现之前，科学家还需先攻克
多重难关。

“我们目前对很多生命过程的
理解还不到位。”马延和说，未来搭
建“细胞工厂”面临着人工生命设
计、合成、调控等诸多基础科学挑
战，需要化学、物

理、工程等学科与生物学的长期交
叉研究。

此外，要让人工合成淀粉与农
业种植相比具有经济可行性，也需
要一个艰难、持续的科技攻关过程。

中科院副院长周琪表示，这一
成果目前尚处于实验室阶段，离实
际应用还有很长的距离，后续需尽
快实现从“0到1”概念突破到“1到
10”的转换。

为“细胞工厂”打开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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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马延和研究员在发布会上向媒体介绍研究成果。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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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新增新冠
本土确诊病例15例

新华社哈尔滨9月24日电 黑龙江省卫健委
24日对外发布，9月23日0时至24时，黑龙江省
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15例（均在哈尔滨市
巴彦县）。

截至9月23日24时，黑龙江省现有新冠肺炎
本土确诊病例26例。

记者从哈尔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
部获悉，据目前已检出的21日发现的首批3个确诊
病例基因测序情况看，显示为感染了德尔塔毒株。

上述新增确诊病例均是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期间及开展全员核酸检测主动筛查中发现的。目
前，相关流调溯源工作正在国家、省疾控专家指导
下进行。

民航局发布第八版防疫指南

从严调整国际航班机组
隔离政策

据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记者周圆）民航局
日前修订发布《运输航空公司、机场疫情防控技术
指南（第八版）》，从严调整了国际（地区）航班机组
人员的入境隔离政策，要求加大核酸主动筛查频
次，增加机组人员签署疫情防控承诺书的有关规定。

修订后的防疫指南按照“分级、分区、差异化”策
略，在国际（地区）航班机组人员管理、国内航班分级
防控、入境航班地面保障人员管理等方面作出调整。

在地面保障人员管理方面，防疫指南要求，所
有参与入境保障地面人员必须实名制管理并全员
登记造册，全员、全程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并持疫苗
接种证明上岗；加大核酸检测与健康监测的频次，
高风险岗位人员工作期间每隔1天开展1次核酸
检测；执勤期间要避免交叉感染风险，按照风险等
级对应标准做好个人防护等。

11部门联合印发通知

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记者安蓓）记者24

日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近日印发关于
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明确加强虚拟货
币“挖矿”活动上下游全产业链监管，严禁新增虚拟
货币“挖矿”项目，加快存量项目有序退出，促进产业
结构优化和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指出，一方面，
“挖矿”活动能耗和碳排放强度高，对我国实现能
耗双控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带来较大影响，加大
部分地区电力安全保供压力，并加剧相关电子信
息产品供需紧张；另一方面，比特币炒作交易扰乱
我国正常金融秩序，催生违法犯罪活动，并成为洗
钱、逃税、恐怖融资和跨境资金转移的通道，一定
程度威胁了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9月24日，当地村民参加“螃蟹挑粮”趣味比赛。
当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农民趣味运动会在江

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凤冈镇举行。运动会由多项与
农业相关的趣味运动组成，当地村民用这种独特
的方式欢庆丰收。 新华社记者 万象 摄

趣味运动庆丰收

艺考不是“升学捷径”！

艺考迎来重大改革
据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记者胡浩）记者

24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
作的指导意见，从2021年开始推进相关改革。

意见明确，明晰人才选拔培养定位，优化艺术
学科专业布局，对社会需求不足、培养质量不高的
专业予以调减或停止招生。推进艺术专业分类考
试，提升省级统考水平和质量，到2024年基本实
现艺术类专业省级统考全覆盖。严格控制校考范
围和规模，2024年起，不再跨省设置校考考点。
逐步提高文化成绩要求，扭转部分高校艺术专业
人才选拔“重专业轻文化”倾向。

对艺考招生实行分类考试、分类录取，是这次
艺考招生改革的一大亮点。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
人介绍，从2024年起，对艺术类专业分三类进行
录取：第一类是不进行专业考试的艺术类专业，如
艺术史论、戏剧影视文学等，直接依据考生高考文
化课成绩、参考考生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第
二类是使用省级统考成绩作为专业考试成绩的艺
术类专业，在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和省级统考成
绩均达到所在省（区、市）艺术类专业录取最低控
制分数线基础上，依据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和省
级统考成绩按比例合成的综合成绩进行平行志愿
择优录取，其中高考文化课成绩所占比例原则上
不低于50%。第三类是少数组织校考的高校艺
术类专业，在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所在省
（区、市）普通类专业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省
级统考成绩合格且达到学校划定的最低成绩要求
基础上，依据考生校考成绩择优录取。

可喜！

可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