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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数未
“亮锅底”消费者吃得不放心
“配方泄密”不构成遮藏理由，商家诚信才是品牌保证
市场观察
□记者俞丽辉
香喷喷、热腾腾的火锅锅底里到
底有哪些材料，
会不会存在安全隐患？
上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
通知，要求 5 月底前火锅店自制火锅
底料必须向监管部门备案所使用的食
品添加剂名称，
并向消费者公示。
“大限”已过一周有余，记者在浦
东第一八佰伴商圈走访了近 8 家火锅
店，其中一半店家没有公示底料中的
食品添加剂，只是张贴了市药监局的
公告等。一些火锅店则以一纸“本店
火锅底料中不含任何食品添加剂”直
面消费者，不无敷衍之意。

前天中午，记者在第一八佰伴隔
壁的新大陆广场看到，
一家主打
“台湾
口味”的火锅店内，前来就餐的顾客已
经有一些。火锅店门口挂着牌子上写
着：
“ 萃取传统食材之精华，再经老板
20 多年经验，调理出最适合的台湾口
味也是中国最精致的麻辣火锅汤底独
家配方。”
记者发现，店堂内张贴着国家食
药监局等部门的宣传告示，其中一份
是《卫生部公布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
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和易滥用的添加
剂名单》，但没有食药监部门规定的须
公示的火锅底料食品添加剂目录。面
对记者的询问，该火锅店迎宾人员表
示不太清楚，并叫来了领班。领班对
记者说，
“ 这个需要总店发下来，过两
天可能会送过来吧。”记者问他是否可

以公示火锅底料的配方。他回答：
“这
底的所有食材，让消费者明白消费。
是知识产权，
不能透露的”
。
记者致电海底捞火锅店，工作人员告
相比之下，
海底捞、东来顺等知名
诉记者，锅底原料都是从四川运过来
火锅连锁品牌已经主动公示其火锅底
的，店里张贴了相关食材的产地等信
料的配方。在位于商城路、张杨路口
息。
的东来顺火锅店内，记者看到其张贴
记者采访发现，对于火锅底料公
的告示单上，列明了主要用于面点食
示 的 规 定 ，大 型 火 锅 连 锁 店 多 数 都
品的泡打粉、小苏打、干酵母等添加
已执行，
而一些规模偏小的店家，担心
剂，
且标明了使用量、产品的生产厂家 “配方泄密”大多尚未
“亮锅底”
。
等信息。在其公布的 7 种底料配方中，
业内人士认为，因为秘方和配方
记者发现，
主要的调味料和食材，
就是
是两回事，
即使把配方全部公布出来，
常见的葱姜蒜以及八角、黄豆等等。
也不等于把核心的秘方外传了，因为
东来顺对面是一家“789 新概念
秘方在于食材的配比、用量等等。最
火锅店”，其前台显著位置张贴的公示
终，
商家的诚信才是品牌的保证。
上，
承诺
“所有产品不含食品添加剂”，
多数消费者表示，火锅底料中的
记者发现，
“食品”之前原来打印着
“非
配料食材有哪些，
有些什么添加剂，最
法”两字也被贴掉了，
可见其承诺之彻
好是能够向消费者公示，这样就可以
底。这张告示还清晰罗列了 10 种锅
放心消费。

李娜夺冠带热
“网球经济”
本报讯 （记者杨珍莹）日前，
李娜
夺得法网女单冠军，
由此带动了市民对
网球运动的热情。近日，
不仅浦东运动
品牌商店的网球球拍俏销，
就连一些网
球场预订、租用的电话也明显增多，
跟
着受益的还有网球培训产业。
记者采访了浦东一些体育用品
店，商家们普遍看好李娜夺冠后对网
球用品市场带来的经济效应。
“最近咨
询购买网球拍的人比以前多了，年龄
段跨越比较大，有学生，上班族，也有
些中老年人。”一家网球专柜店员介
绍，他们主要代理 Wilson 的球拍，从
200 多元的初级拍到 2000 多元的高级
拍、专业拍都有，而无论哪个价位的球
拍，都有人购买。另一家体育用品商
店的销售人员介绍，一般初学者要购
置包括球拍、球、器材包、运动服、运动
鞋 等 在 内 的 一 系 列 装 备 ，需 要 花 费
3000 到 5000 元，如果购置名牌球拍，
价格就更高了。
与羽毛球场地相比，网球场地租
用价格也要更贵一些。昨日，记者在
大众点评网上输入关键词“网球场”，
搜索到上海 117 个网球场地址，其中
浦东新区就布点 11 个。记者致电部
分网球场咨询收费价格，源深网球中
心收费标准：不开灯 110 元/时，开灯
150 元/时；名人苑网球场：室外价 200
元/时。根据不同的时间段，场馆的收
费标准也有所差异。
李娜夺冠，随之受益的还有网球
培训产业。记者从一些网球培训机构
了解到，目前，专业教练每小时收费约
200 元—300 元，业余教练每小时收费
100 元左右。想要初步掌握网球的入
门知识和打球技巧，初学者大概需要
学习一个月，每天的训练时间要一两
个小时。这一阶段的学费在 3000 元到
上万元。
随着暑假即将来临，学生们开始
对网球跃跃欲试。记者在一家网球培
训机构遇到了前来咨询的学生家长严
先生，他说：
“马上要放暑假了，儿子一
直喜欢网球，我也答应他暑假让他去
学网球，但没想到，学费这么贵，连场
地也要每小时上百元。”他希望，政府
能逐渐加大对网球运动的投入，增加
公共场地，对学生培训适当优惠，
让网
球在大众中尽快普及起来。

暑期来临，旅行社迎来销售旺季。

□记者张弦/摄

暑期旅游旺季将来临
□记者杨玲莹
随着暑期来临，沪上旅游市场
也迎来了旺季，出境游和国内游线
路迎来预订高潮。

出境游：日冷欧热
出境游两大热门目的地——日
本和德国，今年都遭遇“天灾人祸”，
不利旅游。但是上海市民对这两处
旅游目的地的热情却大相径庭。
5 月中旬开始，上海赴日线路
陆续重启。与以往的高贵身价不
同，重启后的日本游价格大幅缩
水。此次线路避开受地震及核辐射
影响的日本东北地区，以大阪、神
户等日本关西地区为主， 4 日游价
格跌破 3000 元。
记者在上海实华国际旅行社的
网页上看到，4 晚 5 天大阪名古屋
双温泉经典游价格仅为 2960 元，还
包括含机票税、机场建设费、签证
费等费用。而去年这一线路价格都
在 5000 元以上，跌幅达到一半。但
是报名人数并不多。上海实华国际
旅行社市场副总监张斌表示，成团
率比较低，报名者大概只有往年的
6 成左右。不过这一人数已经超出
很多旅行社的预期，有业内人士预

计，照这一态势，这个月日本游价
格可能出现小幅上涨。
与日本游的冷清相比，另一处
旅游目的地——德国，近日出现了
肠出血性大肠杆菌感染疫情，已经
导致多人死亡，数千人受感染。但目
前上海游客赴欧旅游热情并未受到
影响。
记者从上海国旅、上海青旅了
解到，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线路几
乎所有产品都涨价了，平均上涨了
2000 元左右。
上海青旅欧洲部工作人员郭雯
静称，一般欧洲游都吃团队中餐，只
要不吃生菜就可以，德国产生的疫
情对欧洲线路影响很小。加上近期
人民币持续升值，上海市民的出游
热情依然很高涨。
据悉，暑期来临，出境游的预订
游客中不少是携子出游的家庭团。

国内游：红色+避暑
今年国内游方面，
“红色”和“避
暑”成为两大主题。
随着“七一”的临近，红色主题
游在暑期迎来出游高峰。韶山、井
冈山、延安、西柏坡、古田会议旧址、
遵义……这些熟悉的地名成为今年
旅游的大热门。

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今年推出的遵义、南
宁、六盘水、西柏坡线路火爆。尤
其是 6 月 18 日的西柏坡红色记忆线
路，春秋航空从全国各地包机，千
人飞往西柏坡与伟人后代共聚，这
一线路一经推出就抢购一空。此外
还有白洋淀、北京长城双飞五日
游，五台山乔家大院平遥古城西柏
坡双飞五日游等经典线路也受到热
捧。
上海青旅相关负责人称：
“从目
前的情况来看，单位‘红色之旅’包
团出游人数较去年同期已有近 3 倍
增长,‘红色旅游’的热潮也蔓延到了
散客市场。7 月—9 月将会迎来红色
旅游的最高峰，我们预期，今年参加
国内‘红色旅游’的人数，较去年同
期相比将有 5 倍增长。”
与此同时，避暑游也是今年的
一大热门。
《阿凡达》效应在暑期学生市场
中仍在发酵。
“近期中国南方下雨较
多，雨雾中的张家界犹如仙境，若隐
若现的山柱与阿凡达中的‘潘多拉
星球’很像，这吸引了大批学生游
客。”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工作人员
李岩告诉记者。据了解，春秋旅行
社开通的张家界线路目前的名额都
只剩个位数了。

观点·畅论

食品安全事件
带来经济连锁反应
□应健中
从来没有像当下社会那样，一个
个食品安全事件会引发出如此巨大的
经济连锁反应。
近期一根小小的黄瓜带来的病毒
引发欧洲经济的大震荡；台湾地区在
食品中发现添加塑化剂，一向被认为
食品安全在世界前列的台湾食品工业
遭受空前的危机。
以往也发生过食品安全事件，但
反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以往
的事件都是在局部地区有反应，如今
一有事件发生，往往在全世界引起轩
然大波。
有位在食品企业工作了一辈子、
现在已经退休的工人告诉笔者，以前
的食品企业，也有把卖不掉的面包、
饼干、月饼回收、打碎，和新食材按
比例搅合，然后生产出另一品种推向
市场，那时市场上销售的比较便宜的
饼干糕点大都是用这种混合食材做
的，这种做法已经成了这个行业的潜
规则，但以前压根不会弄得满城风
雨。
而现在不同了，一个小小的食品
安全事件就可以导致企业破产。
有人说，现在的事件之所以能高
速度扩散、并且呈几何级倍数般地放
大，
这完全得益于网络的发达，使今天
的世界连成一体了。的确，如果发生
在 30 年前，即便食品吃死人也只是地
区性的影响，大千世界大多数人还都
蒙在鼓里呢。
这话也有一定的道理，但还是没
抓住问题的关键。
现在的世界是平的，网络的快速
传播，可以使任何一个事件在短短的
一小时之内吸引全世界的眼球。一个
不可忽视的问题是，我们小时候也吃
过不洁食品，但仅仅是不洁而已，过
往的食品中不像现在添加了那么多的
根本就不是人吃的化学品，这才是当
下食品安全呈灾难性爆发的主要原
因，而网络仅仅是一个传播的工具而
已。
食品事件之所以对经济的影响和
冲击力巨大，还在于食品工业的各个
领域都有上市公司，其事件爆发后对
挂牌股票的冲击，这也是以往没见到
过的。
现在中国的上市公司，可以说已
经囊括了中国所有最大的食品企业，
有养猪杀猪的、有养鱼养虾的、有乳
品加工的、有炒瓜子卖枣的……只要
你能想到的食品，都有上市公司股票
挂牌的，所以，只要一有食品事件爆
发，这些股票立马遭殃，暴跌、暴
跌、再暴跌，而且这种下跌会产生连
锁反应。
就像双汇的瘦肉精事件，该企业
直接损失也就几个亿，但股票市值的
损失却是几十亿，也就是说股票的市
值损失比猪肉倒掉、企业停产的损失
要大得多，这也是当下一个食品安全
事件在经济生活中引发轩然大波的一
个直接原因。
要认识到，食品安全事件绝不是
一件孤立的事件，唯有从根本上从严
从紧，防患于未然，
才能使社会长治久
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