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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曝光食用调和油造假
底线是“
吃不死人”
说起食用调和油大
家并不陌生， 它是用两
种或两种以上的食用油
调制成。近年来，调和油
以其特有的营养搭配理
念， 受到越来越多消费
者的青睐。然而，记者通
过长达半年多的深入调
查发现， 一些名目繁多
的所谓食用调和油实际
上和消费者的印象并不
一样。 那么这调和油里
究竟“调”了什么呢？

宁城县公安局八里罕派出所

强化社会面防控工作
◇通讯员 陈永文

◆资料图

浙南农副产品市场是浙江温州规
模较大的批发市场之一， 这里销售的
调和油包装精美，种类繁多。
浙江省温州市浙南农副产品市场
销售人员：橄榄调和油很好卖。
记者：比其他的调和油好卖？
浙江省温州市浙南农副产品市场
销售人员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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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调和油
包装精美背后暗藏玄机

记者注意到， 这些橄榄调和油虽
然来自不同厂家， 但是大多产品的包
装上，标称的“特级初榨橄榄”和“橄榄
原香”等字号都很大，而作为产品属性
的“食用调和油”的字号却很小，并且颜
色较浅，如果不仔细分辨，还以为这就
是纯正的橄榄油。
按照国家规定， 食品标签应真实、
准确， 不得利用字号大小或色差误导
消费者。
另外， 食用调和油的营养价值取
决于所调配食用油的种类和添加量。
国家规定： 应标示配料或成分的
添加量或在成品中的含量。
但在浙南农副产品市场， 大量的
所谓橄榄调和油在配料表中只标注了
配料名称， 却没有标明具体添加量或
者含量。还有一些标称山茶调和油、核
桃调和油等其他所谓的高端调和油都
存在类似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做？商户
们讳莫如深， 只是说这些配料含量不
明的调和油几乎都是来自同一个产
地。
记者：这是哪啊？福建产的？
浙江省温州市浙南农副产品市场
销售人员：现在调和油都是福建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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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家偷工减料
虚假标示玩猫腻

故意突出橄榄油、 山茶油等高端
油种，但是却不标明具体含量，这种在
产品包装上玩猫腻的食用调和油，里
面到底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福建省西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是
福州规模较大的食用油加工企业之
一。公司负责人介绍，他们厂主要加工
食用调和油，产品不仅卖到浙江温州，
全国各地都有销售。
福建省西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销
售总监 罗定发 我们 现 在 供 云 南 、海

南、北京、天津、安徽、广东、浙江、江西、
四川、湖北，我们全国各地都做起来了。
记者：一年能做多少？
负责人： 按照我们目前的情况，一
年差不多卖一个多亿吧。
这名负责人向记者透露，温州市场
上那些未标示配料具体含量的调和油
都是以前的老包装产品。 由于最近对
调和油包装的监管越来越严， 倒逼着
他们生产企业更换新包装， 规范产品
标识。在样品展示区，记者看到了新包
装的福工坊牌初榨橄榄调和油， 配料
表中做了详细标示：玉米油含量 95%，
橄榄油含量 5%。记者参照当时的国际
标准油价核算了一下， 橄榄油每吨售
价 4 万多元， 每桶油标称添加 5%，成
本在 10 元左右； 玉米油每吨售价约
7000 元，每桶油标称添加 95%，成本
在 30 元左右， 不算包装和加工费用，
整桶调和油仅原料成本就已经达到了
40 元，但这家企业出厂价只卖到了 32
元左右。
公司负责人承认，他们不会做亏本
买卖， 而是在配料上动了一些手脚，添
加了大量价格低廉的大豆油。
福建省西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销
售总监罗定发： 我们这里面有一部分
大豆油。
记者： 大豆油能占到多大的比重？
我们多大的比重，按照现在来讲，大豆
油差不多占到 50%。
记者：一半一半？ 对，有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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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料大同小异
产品以次充好

在福建吉农食品有限公司，记者看
到一款净含量 5L 装的橄榄调和油，配
料表里标称含有 6%橄榄油，94%菜籽
油，出厂价 34 元。记者提出了成本的
疑问，负责人不得不承认，包装上所突
出的橄榄油实际上添加不了那么多。
记者： 拿这个配方来做，94%菜籽
（油），橄榄（油）实际上能给加到多少？
福建吉农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刘
金龙： 实际 3%以上是肯定有的。
记者：3%？
福建吉农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刘
金龙：我们一般在 3%和 4%之间。
福建添顺粮油有限公司主要生产
橄榄调和油和山茶调和油，一桶 5L 装
的产品，出厂价格卖到 30 多元。公司
负责人坦言，卖这个价位的产品，无论

是昂贵的橄榄油还是山茶油，实际添加
量肯定不会太大。
记者：橄榄油大概占到多少？
福建添顺粮油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
明俤 ：橄榄油加到 2%就可以了。
记者：2%左右？
福建添顺粮油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
明俤 ： 基本上这几种油总量比差不多
占到 3% 这个的话我跟你说，一分价钱
一分货，本身橄榄油这么贵，不可能要
占到很多是不是。
记者：我看标的都是 6%。
福建添顺粮油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明俤：标是这样标，他们可以检测出我
们这里面有这个成分。
原来，不论是记者之前在温州市场
上看到的配料含量不明的所谓高端调
和油，还是福建西海、吉农、添顺等生产
企业重新推出的标示了配料含量的食
用调和油，其实都是同一种油。这种油
出厂价基本一致， 配料表大同小异，对
外打着所谓高端调和油的旗号，实际上
在生产者眼里，不过都是大量采用普通
植物油勾兑出来的低端油。
福建省西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销
售总监罗定发：说白了吧，现在我们这
些低端油啊，它万变不离其宗。
记者：啥意思呢？
福建省西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销
售总监罗定发：万变不离其宗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里面的总配方基本上都是差
不多的，无非就是写了山茶油，我们一
定要放一点山茶油进去，一个是对得起
良心，还有一个要经得起检查，说白了
就是这个意思。最起码工商检查不会查
出问题，吃不死人，不是地沟油，这是最
基本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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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绝不是“搀和”
配方不应是“秘方”

“油掺油，神仙愁”，这是流传在调
和油行业内的顺口溜。一直以来，配方
不公开、配比不透明，成为消费者选购
调和油的一大困扰，消费者知情权难以
保障。食用调和油新的国家标准有望在
今年落地，其中新标准最大的特点就是
要求调和油必须标注油品成分配比。公
布配方和配比，是调和油市场发展的大
势所趋。它不但有利于行业自身规范发
展， 更重要的是维护了消费者的知情
权，也将促进市场的良性发展。
据中央电视台

本报讯 为确保辖区社会治安持
续平稳，宁城县公安局八里罕派出所
按照县局的要求， 结合当前治安形
势，采取措施加大常态化巡逻防控力
度，全力提升打防实效。
一是进一步明确职责，强化常态
化巡逻防控。为明确民警的巡逻职责
任务，每晚在重点时段对易发案部位
必巡，每晚累计巡逻时间不少于 3 小
时，保障每晚见警灯、见警察；二是强
化情报收集，信息指导防控。密切加
强警民联系，从群众中及时了解掌控
社会不稳定因素，真正把常态化巡逻
防控工作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
三是强化巡逻盘查， 做到逢疑必查。
采取车巡与步巡相结合的方式，在巡
逻中细心观察过往车辆、人员，做到
逢疑必查， 及时发现和打击现行犯
罪，切实做到巡逻有目标，工作有重
点。四是实行错时巡防，切实提高巡
防效率。 针对以往巡逻时间比较固
定，形式大于内容的实际，改变以往
固定模式，加强夜间易发案时间段的
巡逻，有效遏制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
发生，切实提高了巡防工作效率。

必斯营子派出所

加强大棚区防护管理
◇通讯员 刘志彬
本报讯 为切实提高辖区大棚种
植农户安全防范水平，进一步维护农
民的切身利益。近日，宁城县公安局
必斯营子派出所多措并举，全面加强
大棚区防护管理工作。
一是加强防范宣传。必斯营子派
出所组织民警利用下乡时机，与大棚
种植农户深入进行了沟通交流，了解
近期治安情况及大棚生产经营情况，
针对春季天干物燥等季节特点，宣传
了安全防范及防火常识；二是加强巡
查防控。民警不定期深入蔬菜大棚区
对防范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发现存
在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并督促整
改， 建议零星大棚经营户搞好自防，
连片棚区搞好互防，尤其在夜间加强
防火防盗。三是加强监控推广。民警
向经营户讲解视频监控在预防和侦
破破坏大棚案件的作用，建议在村庄
棚区和主要道口安装电子监控系统，
并做好适时更新维护；四是加强矛盾
调解。民警在每一起涉及棚区的矛盾
纠纷和案件处理中做到耐心细致，使
案件得到公正公平处理，彻底消除因
矛盾引发的各类治安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