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
至
石
门
一
路
、南
至
威
海
路
、西
至
茂
名
北
路
、北
至
吴
江
路
，静
安
区

张
园
地
块
旧
城
区
改
建
项
目
确
定
后
，
这
里
也
成
了
摄
影
人
近
来
的
打
卡

地
。
有
的
甚
至
还
带
了
老
物
件
等
道
具
前
来
作
秀
。

王
志
强

摄
影
报
道

 抓拍 ■关注⇨⇨⇨

浙江工商大学食堂
凭运动步数打折

近日，一段“大学食堂凭
运动步数打折”的视频走红网
络。走1万步以内可打9折，4
万步以上可得5.5折的优惠力
度，让不少网友眼馋、点赞。
能享受到这一福利的是浙江
工商大学的学生，网传视频
中，浙江工商大学食堂推出的
此项“微信步数当钱花”活动
从 3月 6日一直持续到 4月 10
日。从介绍来看，食客步数在
1万以内可享 9折，1万到 2万
之间可享 8.5 折，达到 4 万步
以上可享5.5折。学生们普遍
对这项活动表示认可，“又能
锻炼身体，又能享受优惠”。

“公安等相关部门在打击与侦
破拐卖儿童案件中，还需要提高技
术手段，运用各种高科技来破案。
比如通过建立‘全国儿童 DNA 数
据库’，就有助于帮助找寻走失及
被拐卖儿童；对于拐卖儿童案件，
警方也需要及时反应，把握好儿童
走失的‘黄金24小时’，对拐卖儿童
犯罪一追到底……对拐卖儿童犯

罪‘加码打击’是对孩子们的‘加码
保护’，减少孩子们被拐卖的悲
剧。”戴先任认为对人贩子“加码打
击”就是对孩子“加码保护”

“诚然，享受助学金是贫困生
的权利，而非有关部门的施舍，学
生个人有权自由支配，但也不能恣
意妄为、任性胡来。助学金不是

‘助烟金’‘助酒金’，如果学生拿着
国家给的钱去吞云吐雾、花天酒
地，这当然不是我们建立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初衷。”
王琦认为“抽烟酗酒”有悖教育资
助初衷

“创新巨额惩罚制度、巨额补
偿制度等，将带来什么？一方面，

震慑。在惩罚、补偿前面加上‘巨
额’二字，威力十足，也传递出强烈
的信号——要对市场乱象从严监
管、绝不姑息，彰显出刮骨疗毒、猛
药去疴的决心和魄力。这无疑将
产生巨大的威慑力，让不良商家不
敢越雷池于半步。”夏振彬点赞巨
额惩罚制度，认为能让消费者更放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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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可自助查询房地产权
属信息

即日起，沪上要办理房屋交易
登记的居民和企业，可以在“网上
房地产”（网址：http://www.fangdi.
com.cn/）网站的预约平台提前预
约，经预约后，可以在全市各区交
易中心大厅实现快速办件，有效减
少在交易大厅排队等候的时间。
该预约平台设有咨询预检、预约
受理、预约检阅等入口。目前，
该平台提供的预约服务包括房屋
状况查询、交易合同网签、交易
登记受理、交易资金监管等各个
环节。

上海推进18项公共文化服
务重点工作

《2019年上海市公共文化服务
工作重点任务表》发布，今年上海
有 18 项重点工作要推进。首要工
作是优化公共文化设施布局，编实
织密公共文化设施全域网络。加
快建设上海博物馆东馆、上海图书
馆东馆、上海大歌剧院、程十发美
术馆、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新馆等
市级重大公共文化设施项目。

沪今年再培训4万名家政
员

市商务委召开的上海市政府
实事项目 2019 年家政持证上门服
务工作部署会上传来信息，家政持
证上门服务从 2016 年开始试点，
2017 至 2019 年连续 3 年被列入市
政府实事项目，截至 2018 年底，共
有 130 家家政服务机构参加，累计
8.5万名家政员经培训有效持证，覆
盖本市15个行政区。2019年，本市
拟再培训4 万名家政员，力争到年
底，累计完成培训及持证人员总数
达到 12.5 万名，参与企业达 150 家
以上。到“十三五”末，实现家政持
证上门服务的广覆盖。

上海天文馆：代表“美丽中
国”亮相央视

上海临港滴水湖畔，上海天文
馆（上海科技馆分馆）正在加紧建
设。从空中俯瞰，建筑体以弧线始
发，由一系列螺旋带状物围绕着，
圆洞天窗、倒转穹顶和球体作为建
筑内的三个“天体”，相互之间处于
动态轨道关系之中，使得建筑通
过太阳光影的变幻成为一台可以
展示时间的天文仪器。建成后，
它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天文馆。日
前，它作为“美丽中国”的代表
登上了央视 2019 年全国两会特别
报道。

顾村公园早樱进入盛花期

春花正烂漫，不赏待何时？顾
村公园的早樱已经全部开了：大渔
樱、河津樱、椿寒樱正值最佳观赏
期！除赏花之外，沿着悦林湖畔你
可以看到水上基地，游客可泛舟赏
花；在东方鸟会还有 80 多个品种
600多只飞禽，以无笼无网、定位放
养的方式呈现在你的面前。

申城商超白草莓120元/斤
仍供不应求

继车厘子、香椿等蔬果中的
“贵族”出现后，近日又有一种网红
蔬果挤进了“菜场自由”金字塔的
顶端位置，它便是被称为“草莓贵
族”的白草莓。在申城一些超市货
架上多了这种白色的草莓，并且价
格不菲。在盒马鲜生 King88 门店
120元1斤的白色草莓价格，并没有
阻挡消费者的购物热情。

■事件众议⇨⇨⇨

许多国家都存在智能手机影
响中小学生学习成长的问题，也都
有一些针对性措施。如芬兰法院
自 2011 年便决定，禁止芬兰无线
通讯公司向青少年推销手机入网
等移动通讯服务，违反禁令者将被
处以最高 10万欧元的罚款。如意
大利，意大利颁布命令，禁止学生

“在教室里使用手机”，以避免手机
铃声扰乱课堂秩序。如果学生坚

持在课堂使用手机并劝阻无效，措
施还包括没收手机和期末考试不
予通过等办法。

但是禁止入校园是否就意味
着杜绝智能手机对青少年的负面
影响了？其实，要想打赢这场注意
力争夺战，不能仅靠严管智能设备
进校园。学校和家长携手，为未成
年人创造温暖和谐的成长、学习环
境，增强现实世界的吸引力，才是

治本之策。
首先，得弄清虚拟世界到底有

什么魔力使得许多未成年人深陷
其中不能自拔？猎奇吸睛花样百
出的直播、画面精致让人肆意宣泄
的游戏、热闹欢腾表情包轰炸的聊
天平台……都是智能电子设备占
据中小学生注意力“C 位”的主要
因素。

某种程度上，网络世界对中小
学生的吸引力越强，越是反衬出他
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空虚。纷繁复
杂、充满未知的现实世界比不过普
及仅二十余年的网络，不在于网络
有多么精彩，而在于中小学生缺乏
引路人带领他们去探索自然、社
会、宇宙的奥秘。

有青少年问题专家指出，网瘾
背后有这样几个家庭关系关键词
——不了解、差关系、缺引导、坏榜
样。家长不了解孩子的上网状况，
尤其是在留守儿童普遍的农村；父
母面对沉迷网络的孩子，没有恰当
方式引导，使亲子关系雪上加霜；
家长在孩子幼儿时期，让电子设备

“带孩子“，让孩子自己看动画片；

有些家长自己也沉迷网络，孩子做
作业，家长在一旁玩手机。

在学校的情况同样不乐观。
在多数中小学校里，在应试教育的
指挥棒下，老师倾向于采用使学生
更快拿高分的“填鸭式”方法，这些
方法与探索世界、发掘兴趣无缘。
若教学成绩不错，整套方法更易被
固定化、模式化，可却难以拴牢学
生的心。

因此，要打赢这场与电子设备
争夺未成年人注意力的战争，根本
在于增强现实世界的吸引力。父
母陪伴充实其日常生活，老师积极
创新教育方式，家庭学校共同配
合，积极引导孩子关注到现实生活
的美，激发他们观察春花秋月、夏
风冬雪，探寻世界和社会的兴趣。
这种种子一旦播下和得到培育，会
长成大树，引领着孩子们走向植物
王国、天文气象、复杂社会等领域
的更深处。

我们期望的理想效果应该是，
学生们由衷地说：“现实生活太丰
富了，世界还有无数角落等着我去
探索，我根本没有时间沉迷网络。”

如何夺回青少年被虚拟世界带走的注意力
【事件回放】 中小学生使用智能电子产品，是今年两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这折射出在互联网时代，社会对未成年人的关切。在各位代表委员的议案

提案中，智能设备“导致记忆力下降、影响学习”“导致网络成瘾，引发心理健

康问题”“吸引学生上课打游戏，打乱课堂秩序”等负面影响被一一列举。

但归根到底，这些问题都可总结为“虚拟屏幕上的花花世界争夺了学生对

课堂的注意力”。

【微博热帖】

@张海波：无论是在网瘾萌芽
之初还是正浓之时，家长都未能及

时、恰当引导，甚至还无意中助长
了他们的网瘾。孩子缺乏引导、教
育，在好奇心饱满时发现世界之美
的可能性便小了许多。

想到了人生的尽头，我们就不用患得患失，可以轻轻松

松、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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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 倾诉与聆听，城市人的情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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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难忘的一场情感经历♨

●随着微信、QQ等手机社交平台的深入人心，人们互相联络方

便的同时也能迅速掌握各种资讯。我就是在微信群知道了单玉梅的死
讯。她是我的同事。

玉梅比我小14岁，去年才44周岁，唉，岁数不大就撒手人寰，留下了她
还没成年的儿子潇潇和老公意辉。她走得如此匆忙，从住院到病逝仅仅两
天不到的时间，快得让人措手不及，都没有来得及跟她最疼爱的儿子潇潇
和我们这些相交甚笃的老同事见上最后一面，真是世事无常呀！

意辉和玉梅同岁，他俩跟我都是同事，儿子潇潇今年才15岁，正在念初
二，明年就参加中考了，少年丧母，对他人生是个重大的打击。玉梅身体素
来健康，别说慢性病了，连感冒发烧这类小毛病也很少得。后来听意辉说
起：玉梅在病发前一周总说自己头晕，而且也经常头疼，于是意辉提醒她去
附近的中心医院检查一下，可我们厂前段时间工作比较繁重，她不好意思
跟人事科请病假，再加上她对自己的身体素来大大咧咧的，也没太在意，这
就使病情又耽误了几天。直到实在头晕得都站不稳了，别说工作，说话都
困难了，这才引起了意辉的注意，于是亲自带着她到了中心医院看病。听
从了医生的建议，做了脑CT，结果竟然得了脑瘤，夫妻两人还没来得及从
震惊中缓过来，紧接着又是一个更大的打击：经过医生进一步诊断，得出的
结论是恶性脑瘤！

这个病非常麻烦，于是夫妻两人尽管没有缓过劲来，但也积极配合医
生的治疗，当天玉梅就办理了住院手续，并打算住院几天后等待手术治疗，
哪知第二天就匆匆离世了。

意辉是我们厂的调度员，本职工作很忙，那一段真是累坏了，自己没从
失去爱妻的打击中走出来，还要安慰儿子和在外地的老丈人和丈母娘，同
时要及时处理玉梅逝世后开追悼会等等善后事宜。我作为车间主任和一直
受他俩尊敬和信任的兄长，当仁不让地站出来帮意辉料理种种善后事宜。

当初意辉和玉梅相识相恋，我可是月老呀。当时我 32岁，是车间的工
程师，而刚满 18岁的意辉刚进工厂不久，还是一名学徒工。小伙子是安徽
安庆的，虽然学历只是初中学历，但他聪明好学，再加上手脚勤快，嘴巴又
甜，性格开朗，所以我们都很喜欢他。在这些老员工之中，意辉除了他师
父，就属对我最亲热了，因为他一有什么技术问题就跑来请教，而我也从来
不会不耐烦，总是一遍一遍给他指点，教他方法，这让他心怀感激。在他心
中，也许觉得我这个工程师不但学问大，学历高，而且对待学徒工不歧视，
态度好，人品没得说！

所以我对意辉说话特好使，只要是我关照的事情，他鞍前马后从不抱
怨，连他师傅老章都嫉妒得要命，我也投桃报李，常请他周末去我家吃饭。
我当时刚结婚不久，没和父母一起住，有自己的房子，每到周末看到意辉这
个光棍呆在宿舍没地方去，无聊得很，便请到我家凑凑热闹打打牙祭。

转眼过去了三年多，意辉早已转正，这时 21岁的玉梅来到了我们厂。
高中毕业的她来自安徽黄山市休宁县，就像她的家乡有清丽秀美、风姿绰
约的黄山一样，当时处于人生花一般年纪的玉梅明眸皓齿，秀发披肩，1.7米
的身材婀娜多姿，一身朴素的蓝色工作服也藏不住她娇美的外貌，乍一看
像个模特，不像一名生产线上的普通女工。

●正所谓好女百家求，玉梅一来到一向阳盛阴衰的工厂车间，仰慕

者纷至沓来、络绎不绝，而生性内向朴实的她并没有沾沾自喜，始终跟着章
师傅踏踏实实学习。这时从来没谈过恋爱的意辉显然动了心，打从看见玉
梅这个比自己小两个月的安徽女老乡第一眼起，他就被“电”着了，对她立
刻有了感觉，好在他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同样拜师章师傅，是同门师
兄师妹，又是老乡，于是意辉一天到晚没少在玉梅面前晃悠，骑士般等候玉
梅的各种吩咐和差遣。

有句话说得好：因为在乎,所以卑微。正因为意辉刻意想给对方留下深
刻的好印象，所以本来性格开朗外向的他反而在玉梅面前放不开了，想时
时表现却处处夸张更显得不伦不类，给人以哗众取宠的感觉，让玉梅生出
了反感。连同情意辉的章师傅也爱莫能助，毕竟恋爱完全是个人的事，他
这个师傅也说不上话。

于是，面对玉梅不冷不热的态度，感情初受挫的意辉特意跑来向我这
个大哥取经。虽然我不是什么恋爱高手，但以我旁观者的身份，站在客观
冷静的角度，给他提出了8字箴言：建立友谊，洒脱自信。

为什么这么建议呢？我这么开导意辉：对于初来乍到陌生城市和工作
环境的玉梅来说，最想要的肯定不是谈恋爱，首先是要凭自己努力工作和
踏实勤勉取得成绩，从而在单位里站稳脚跟，感情的事慢慢考虑，所以那些
因为她靓丽的外貌迫不及待的追求者们是没戏的。或许男人是“视觉动
物”，比较注重女人的外貌长相，所以容易一见钟情，而女人与男人刚好相
反，相信日久生情，她们比较注重男人的品质和内在修养，在爱情上是慢热
的。

更重要的是，玉梅不是那种浅薄和很有心计的女人，为了达到自己的
目的和前途不惜赌上自己的身体。玉梅很淳朴和踏实。所以，我让意辉别
操之过急，否则和那些追求者们有什么区别？而且说实话，意辉各方面条
件都很一般，竞争优势不明显，一味死缠烂打，未必有效。所以，他应该先
做个好师兄和好老乡，先建立友谊，关心玉梅，帮助玉梅，让她在陌生的城
市有个值得信赖的朋友。我对意辉献计献策说：比如吧，当她向你说出心
里话或要求时，你必须在第一时间给她正面的回应，这会让玉梅觉得你靠
谱、可信、是她的忠实朋友，因此，她就更愿意与你交流，把你当成无话不谈
的好朋友，这样一来她会慢慢靠近你。

至于洒脱自信是让意辉变成“地球”，而不是像目前这样一天到晚围着
玉梅转，想取悦对方，却慢慢失去自我，变成患得患失的“四不像”。我很肯
定地说，女孩子都喜欢稳重、自信的男孩，只有做回乐观开朗的自己，按着
自己的轨迹运转，才会吸引玉梅这个天上的女神下凡来。

而且意辉，对待感情应该洒脱一些，不能一味勉强。可以努力的时候
好好努力，剩下的就取决于爱情女神是否垂青于你、对你眷顾了，近代著名
诗人徐志摩不是也说过嘛：“得之我幸，不得我命”，抱得美人归那自然好，
得不到就当结交了一个有好感的女老乡、女同事。

●当我把8字箴言详细解释给意辉听后，他豁然

开朗了。他因为痴情玉梅的事整日茶不思、饭不香，得到
我的开导当即拍着胸脯表示：景辉哥，如果我和玉梅真能
修成正果，我要请你和嫂子在饭店连吃一个星期！

从第二天起意辉果然转变了方式，再也不是那个整天
围在玉梅身边转、拿棍子赶也赶不走的意辉了，而是又变
回了大家熟悉的、开朗自信的他了，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
照顾着玉梅。

时光荏苒，转眼过去了三年，玉梅也早已成为我们车
间生产线上一名熟练的女工了，有好事的男职工暗暗给她
起了绰号：小王祖贤。因为玉梅跟台湾玉女影星王祖贤长
得有几分相像。

就像我当初跟意辉分析的一样，玉梅果断拒绝了所有
的追求者，借口自己还小，暂不考虑感情方面的事，相反和
意辉走得很近。看来意辉改变策略的办法生效了，他严格
遵从了我“围而不缠”的战略，只围在玉梅周围，以护花使
者的姿态出现，以师哥和老乡的名义赶走她的爱慕者，而
自己绝口不谈感情，不让玉梅烦恼。意辉还总是拒绝年长
女同事给他安排相亲、介绍别的女孩子的好意，这样一来，
玉梅慢慢就习惯了意辉的照顾。

男大当婚，24岁的意辉还是沉不住气了，又跑来向我
取经，说他和玉梅双双都24岁了，还没凑成一对，也该采取
下一步行动了，我一想也是那么回事，好吧，我就加一把火
吧！

于是，第二天我就代表我们一家三口邀请意辉玉梅周
末杭州两日游，因为平时我很关照玉梅，又加上我和意辉
的关系，她对我也很尊重，所以面对我的邀请他俩都很愉
快地答应了。

于是，我事先给我妻子面授机宜，总之要竭力劝说玉
梅接受意辉，以撮合他俩为目标，我们在杭州宾馆住宿的
当晚，我妻子带着女儿和玉梅睡一个房间，我和意辉住一
块儿，一个晚上两个女人说着体己话，至于说什么我们两
个大男人就不得而知了，但第二天意辉就发现玉梅瞅自己
的目光好像有些变化了，变得有些躲躲闪闪，还莫名其妙
地脸红。慢慢地，他发现玉梅对自己变得关注起来，平时
也很喜欢打听自己的家庭情况，更让他兴奋的是：有一次
工作时一个对他颇有好感的女工小娟借着商量产品的事，
跟自己挨得有点近，玉梅就莫名发了脾气，一天都没理意
辉，嘿，玉梅竟然吃醋了，看来有戏！

当天晚上意辉跟我一说，我立马决定再添一把旺火！
周五晚上还是由我和妻子出面，在饭店请他俩吃饭。在饭
桌上意辉终于鼓起勇气站起来向玉梅示爱，正当她手足无
措之际，我和妻子分别当起月老红娘，大说意辉的好话，劝
玉梅先答应下来，跟意辉处处看再说。当晚意辉求爱成
功，多年前埋下的爱情果终于开始萌芽。

●一年后他俩就结婚了，两个人和和睦睦，很少有

面红耳赤的时候，结婚四年后有了乖巧可爱的儿子，一晃
又过去了十多个年头，这些年无论是整个国家还是我们这
个国营老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幸我们工厂没有倒
闭，我也由当初的工程师成为了车间主任，还有一年就退
休了。意辉成了工厂调度员，而聪明好学的玉梅也调到了
厂办人事科当起了科员。岁月无情催容颜老去，我成了将
近步入耳顺之年的六旬白头翁了，意辉也不再是意气风发
的小青年，而玉梅当年的飘逸长发也被时光染成了白色，
身体渐渐发福，脸上也有了皱纹，再也不是当年的“小王祖
贤”了。

这些年里他们和我家频繁走动，玉梅更是认了我妻子
为异姓姐妹，他俩都非常感激当年我和妻子的撮合，我们
两家这些年都过得波澜不惊，日子也算是平平静静，一直
到两个月前、2018年年末玉梅的遽然逝去。

当时玉梅在病房里咽下最后一口气时，意辉第一
个电话就通知了我，我正在车间上班，听见他泣不成
声的语调时，我简直傻掉了，就在前一周我和妻子去
菜场买菜，还遇到了玉梅，她一看见我俩，就很自然地
过来挽住我妻子的胳膊，亲热地叫着：大哥，嫂子！接
着抱怨儿子潇潇这次考试年级排名落后了20多名，担
心他中考考得不好、接着又说意辉腰疼越发厉害了、
絮絮叨叨了半日，不成想这一见竟是永诀……她的音
容笑貌还宛在眼前，好端端地，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玉梅很善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女人，不但人长得
漂亮，而且在单位兢兢业业，在家又是勤劳能干的家
庭主妇，意辉能娶到她真是好福气，想当年他俩结婚
时不知羡煞了厂里多少男同胞。

玉梅这么年轻就跟意辉和儿子潇潇阴阳两隔，命
运真是冷酷无情。的确，在死亡面前，我们大家都是
渺小的，脆弱得不堪一击。玉梅的早逝也让我们有些
明白：人总有一死，重要的不是我们何时会死，而是应
该把每一天都当做生命中最特殊的一天认真努力地
过好。

玉梅病逝后，我和妻子非常伤感，继而觉得有些
事应该早作准备。于是，我上周末花了两天的工夫做
了一份重要家庭记事备忘录，把家里主要的经济账目
罗列了一遍。我想如果自己哪一天遭遇疾病或意外，
妻儿们不至于手足无措。所谓向死而生，想到了人生
的尽头，我们就不用患得患失，可以轻轻松松、快快乐
乐过好每一天了。

受有关部门委托，我行定于二○一九年三月
二十二日公开拍卖奉贤区南桥镇解放中路 240号
门面房三年使用权。现将有关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奉贤区南桥镇解放中路 240号门面房三年使

用权（不可经营餐饮类）。
二、咨询、登记时间：
1.2019年3月20日、2019年3月21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3:00——15:30
2.咨询地点：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解放中路

249号
3.联系电话：57185234
4.联 系 人：盛先生
三、拍卖时间、地点：
1.拍卖时间：
2019年3月22日（星期五）上午：9:30
2.拍卖地点：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解放中路

249号
3、注：
1.竞买人持身份证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

记及法人身份证登记。
2.竞买人委托代理人参加竞买的，代理人必

须出示合法有效的委托文书。
拍卖保证金每间 2万元，必须在拍卖会（2019

年3月21日16:00时）前缴至本公司方能办理拍卖
登记手续。

3.奉贤区古华公园在职职工不得参与竞拍。
4.具体参拍资格由上海奉贤拍卖行与委托方

审核。
上海奉贤拍卖行

二○一九年三月十五日

上海奉贤拍卖行拍卖公告

【综合观点】

□王泽

日前，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布了最新的不合格食品风险控
制情况。此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发布的《关于30批次食品不合
格情况的通告》（2019年第7号）中，
涉及上海2家食品经营企业的2批
次产品。分别为天猫第一食品专
营店上销售的日式甘草话梅和法
国进口的布瑞林原味法国火腿，不
合格原因均为菌落总数超标。

日式甘草话梅规格型号：148
克/罐；生产日期：2018 年 10 月 02
日；标称生产企业：潮州市潮安区
正大食品有限公司；不合格项目：
菌落总数。

据了解，经上海市黄浦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调查，上海第一食品连
锁发展有限公司销售上述不合格
日式甘草话梅的情况为：购入14.2
公斤，销售7.1公斤，库存7.1公斤。
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
责令上海第一食品连锁发展有限
公司对上述不合格食品立即停售、
下架和召回，并对上海第一食品连
锁发展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布瑞林原味法国火腿规格型
号：160g/袋；生产日期：2018 年 10
月08日；标称生产企业：BROCE-
LIANDE-ALH（原产国：法国）；不
合格项目：菌落总数。

据了解，经上海市浦东新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调查，嘉达（上海）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经销上述不合
格布瑞林原味法国火腿的情况为：
购入 256 袋，销售：256 袋，库存：0
袋。

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已责令嘉达（上海）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对上述不合格食品立
即停售、下架和召回，并对嘉达（上
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立案
调查。

菌落总数是指示性微生物指
标，主要用来评价食品清洁度，反
映食品在生产过程中是否符合卫
生要求。食品的菌落总数严重超
标，将会破坏食品的营养成分，加
速食品的腐败变质，使食品失去食
用价值。其中，《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熟肉制品》（GB 2726—2016）中
规定，熟肉制品（除发酵肉制品外）
中的菌落总数5次检测结果均不得
超过 105CFU/g 且至少 3 次检测结
果不超过 104 CFU/g。《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蜜饯》（GB 14884—2016）
中规定，蜜饯中的菌落总数 5 次检
测结果均不得超过104CFU/g且至
少3次检测结果不超过103CFU/g。

食品专家表示，造成菌落总数
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个别企业所使
用的原辅料初始菌数较高，又未按
要求严格控制生产加工过程的卫
生条件，或者包装容器清洗消毒不
到位，还有可能与产品包装密封不
严、储运条件控制不当等有关。

第一食品日式甘草话梅菌落超标！

上海处置2批次不合格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