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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师成森）2021年底，青海
移动圆满完成第六批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建设
项目，在海东、海南、海北、海西、黄南、果洛和
玉树7个市州所属17个县165个行政村建成
并开通171个4G基站。同时已开启第七批电
信普遍服务建设。电信普遍服务是青海移动
自2004年实施村通电话工程以来，助力农牧
区通信发展的又一大手笔，自2016年第一批
电信普遍服务项目实施以来，青海移动已累
计完成 892 个行政村宽带、1130 个 4G 基站、
9895 皮长公里光缆等电信普遍服务项目建
设，铸牢农牧区信息化基础，覆盖服务农牧区
人口约15万户，移动宽带、4G信号飞入高原
偏远农牧区百姓家。

2022年初，中国移动通报了2021年度乡
村振兴工作成效考核评价情况，青海移动获
得最高等次评价——“好”。这也是青海移动
连续三年获此殊荣。青海移动还连续三年被
省委省政府评为“省级扶贫先进单位”。青海
移动员工多杰才旦同志被评为“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及青海省政府要求，
2010年，中国移动及青海移动承担了青海省
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的对口支援任务以及
全省11个村的定点帮扶任务。2010年以来，
中国移动累计捐赠帮扶资金1.3亿元，在全省
脱贫地区累计投入各项资金超过10亿元，从
输血到造血，推进信息化基础设施和帮扶项

目建设；借助中移电商平台，网上销售特色农
产品，购买帮扶地区农产品110万元，帮助销
售帮扶地区农产品60万元，完成湟中区西岔
村酸奶加工厂项目；实施价值270万的汉藏双
语手机项目，赠送3000部智能终端手机；实施
玛沁县智慧牧业，建设智慧农牧可视化系统，
对养殖实现平台化管理；人财物重点扶持，全
力以赴打赢脱贫攻坚战。十年真情浇灌，中
国移动网络+扶贫模式在青海落地开花，喜结
硕果。2020 年4 月21 日，中国移动对口支援
点玛沁县正式脱贫摘帽退出贫困县序列，实
现贫困户全面“清零”。2017年，青海移动定
点帮扶的西宁市湟中区台口子村、西岔村，玛
沁县查仓村实现整村脱贫。

2022年，从脱贫到乡村振兴，中国移动持
续推进玛沁县对口支援、定点帮扶工作，开展
乡村振兴帮扶，推进农村电信普遍服务，以

“乡村数智化七大工程”为路径，充分发挥信
息化优势，力推数字乡村建设，全面实施数智
乡村振兴。1月，青海移动首个“数字乡村”示
范点在循化县清水乡上庄村落成并投入使用
以来，一花引来满园春，数字乡村之花在高原
大地次第绽放。“数字乡村”建设作为助力乡
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依托乡村安防视频云平
台的安防信息化产品，视频监控遍布治安重
点防控区域，有效解决农村看家护院、基层治
安等问题，筑起了一道现代化、信息化、智能
化的农村治安防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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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西宁市政策性蔬菜价格指数保险品种每日离地价格监测周统计表（第10期）
单位：元/公斤

西宁市农业农村局

日期

蔬菜品种
甘蓝
大白菜
胡萝卜
大葱
鸡腿葱
蒜苗

8月29日

0.35
0.8

尚未上市

0.7
1.11

8月30日

0.38
0.9

0.75
1.24

8月31日

0.4
0.9

0.85
1.24

9月1日

0.39
0.8

0.9
1.26

9月2日

0.38
1.2

3
0.85
1.26

9月3日

0.38
1.03

3
0.9
1.36

9月4日

0.36
1

3
0.9
1.37

国庆假期，有网友表示国内售卖的海天酱
油含食品添加剂，而国外售卖的海天酱油却零
添加，因此质疑海天味业在执行“双标”，海天酱
油也因此频繁冲上热搜榜。甚至到国庆假期后
的首个交易日，海天味业大跌超9%，以零添加
为卖点的千禾味业涨停，再次成为当日热搜。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食品添加剂不仅在酱
油中存在，在其他调味品醋、腌制菜等大部分
食品中都广泛存在。有人谈及食品添加剂就
色变，认为食品中不得使用任何添加剂，使用
添加剂便有食品安全问题，记者就此采访西北
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岳田利教授对
大家的疑惑进行解读。

市场销售无变化
顾客选择更会关注价格
10月8日，记者在太白南路一家华润万家

超市看到，出售的酱油产品与平时并没有变
化，一位市民准备选购老抽，在货架上对比后
选择了一款价格较适中的红烧老抽。从其选
择的老抽配料表可以看到，依次为水、非转基
因黄豆、食用盐、焦糖色、小麦粉、谷氨酸钠、小
麦、白砂糖、5‘-呈味核苷酸二钠、5’-肌苷酸
二钠等。其中有焦糖色、谷氨酸钠、5‘-呈味
核苷酸二钠、5’-肌苷酸二钠等食品添加剂成
分。“不太看配料表，主要看价格及品牌。”这位
市民表示。

超市促销员表示 500ml 的单瓶酱油，10
元左右的销量比较好，有的品牌会以无添加
作为卖点，价格也会稍高，同样重量的酱
油，价格能接近30元，有比较讲究的顾客会
选择此类产品。

在西安一家盒马鲜生超市的调味品区，有
较多进口酱油产品，一款标注原产国日本的特
级酱油，其配料表也有谷氨酸钠、5‘-肌苷酸
二钠等添加剂。好几款产地日本，可用做刺
身、生鱼片、寿司等的酱油蘸料，配料中不乏谷
氨酸钠、5’-呈味核苷酸二钠、甘氨酸、食用焦
糖色、黄原胶、甜菊糖苷、琥珀酸二钠（干贝素）
等添加剂。不仅是酱油，醋、酱料、腌制菜等也
多有同样成分的添加剂。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出售的标注“有机”“0
添加”的酱油，其配料表比一般酱油要简单很
多。一款无添加酱油的配料表主要为水、非转
基因黄豆、白砂糖、食用盐、小麦等。为了表明
没有添加剂成分，有的产品还会标注，防腐剂
（茶甲酸钠、山梨酸钾）、甜味剂（三氯蔗糖、安
赛蜜）、焦糖色：含量未检出；添加味精含量：0。

酱油会用到甜味剂、
增味剂、防腐剂、着色剂等
生 产 酱 油 有 可 能 就 要 用 到 多 种 添 加

剂，这些添加剂在酱油生产中主要作用是
什么呢？

岳田利介绍，酱油的生产，一般原料为大
豆或脱脂大豆、小麦或小麦粉或小麦麸皮。配
料表中的添加剂可分为四类：白砂糖、果葡糖
浆、三氯蔗糖等甜味剂；谷氨酸钠（味精的主要
成分）、5’-呈味核苷酸二钠、酵母抽提物等增
味剂；苯甲酸钠、山梨酸钾、脱氢醋酸钠等防腐
剂；焦糖色等着色剂。

“酱油生产中使用到的多种添加剂，其中
甘氨酸、三氯蔗糖及防腐剂按国家标准添加、
不超限使用，其他添加剂按工艺需要适度使用
即可。”岳田利说，国标（GB2760）规定酱油中
三氯蔗糖的最大使用剂量为0.25g/kg，甘氨酸
的最大使用剂量为1.0g/kg。其他类别的甜味
剂、增味剂按生产工艺需要，保证酱油风味口
感适度使用。合格的焦糖色通常是由大米和
蔗糖在高温高压环境下催化形成的，稳定、卫
生，仅添加于老抽类产品当中，生抽酱油则不
需添加。

至于防腐剂，适量使用能够保障食品免受
杂菌污染。一瓶酱油，从开盖到使用完，如果
里面的盐含量不高或不使用防腐剂，就很容易
遭受外来微生物影响进而变质。低盐健康的
饮食标准下，苯甲酸钠、山梨酸钾每斤酱油里
不超过0.5克，达到防腐效果的同时，对人体健
康并无危害。

添加剂使用需按规定选择和限量
单个食品，按国标要求加入适量添加剂对

人体是无害的。那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是否会
造成食品添加剂累积对健康产生危害呢？

岳田利说：“国家标准在规定食品添加剂
的使用范围和使用量时，已经充分考虑了人们
通过不同食品吃进去的总量，根据国人的饮食
习惯及膳食结构，进行了膳食暴露量的风险评
估，而不是仅仅考虑一种食品。总量远低于安
全剂量时，才可以获批使用。”所以，国标对单

个食品要求的添加剂最大使用剂量标准是在
“总量安全”的大原则下确定的，不同民众不用
担心“叠加”问题。

食品添加剂，是指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
香、味以及为防腐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
品中的化学合成或天然物质。中国商品分类
中的食品添加剂有抗氧化剂、漂白剂、着色剂、
护色剂、酶制剂、增味剂、防腐剂、甜味剂等20
多类，共2000多种。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要严格遵守五原则：
1.对人体健康无任何危害；2.不能掩盖食品的
腐败变质；3.不能掩盖食品本身或在加工过程
的质量缺陷，不能以掺杂、掺假、伪造食品为目
的使用食品添加剂；4.不能降低食品本身的营
养价值；5.在达到预期效果的前提下尽可能降
低使用量。

选择食品零添加不意味着更安全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出售的有标注“有机”

“0添加”的酱油，是不是选择零添加就是更健
康的选择呢？

岳田利说，市场上能买到“零添加剂”酱油
或有机酱油，所谓的“纯天然”“零添加”是常见
的商业宣传手段，契合了人们当下对“营养”

“天然”饮食的新追求。食品无论是不少标签
上标注了“零添加剂”“纯天然成分”，只要严格
按照国家食品安全标准-酱油（GB2717—
2018）生产，是“零添加”还是使用了食品添加
剂都是安全的。因为在酱油盐分含量比较低
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添加防腐剂，酱油在打开
使用过程容易被外界有害微生物污染而变质，
所以对于“零添加”还是有添加食品添加剂酱
油的选择，由消费者自愿选择。

需要提醒的是生产厂家必须通过食品标
签真实地呈现食品的配料表，尤其对使用的添
加剂如实标识在配料表中，让顾客根据自身需
要，自由选择。按照国家对酱油安全标准的规
定，酱油生产应当具有完整的发酵酿造工艺过
程，不得使用酸水解植物蛋白调味液及食品添
加剂等配制生产酱油。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记者 田
晓航 宋晨）记者近日从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科研攻关组及相关科研团队获悉，
我国坚持多条技术路线并行，新型新冠
病毒疫苗研发取得新进展。

据了解，我国有3款奥密克戎变异
株单价灭活疫苗正在中国内地、香港以
及阿联酋开展序贯临床试验，目前试验
进展顺利。已有9款涉及变异株的多价
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其中一些正在
开展Ⅲ期临床试验。同时，我国正在积
极部署推进广谱疫苗的研发工作。

近日，又有一款吸入用腺病毒载体
疫苗和一款重组蛋白疫苗获批，可在完
成两剂灭活疫苗接种后六个月在规定人
群中开展序贯加强免疫紧急使用。

其中，吸入用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
苗 （5型腺病毒载体） 通过口腔吸入的
方式完成接种，吸入剂量约为肌肉注射
剂量的五分之一。重组新型冠状病毒融
合蛋白疫苗已开展Ⅲ期临床试验，Ⅲ期
临床试验关键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两
针灭活疫苗的基础上采用该重组蛋白疫
苗进行序贯加强免疫，对于奥密克戎变
异株感染引起的新冠肺炎 （轻型及以
上）可产生良好的保护力，并具有良好
的安全性。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
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专家表示，面对
复杂的疫情形势，接种疫苗仍是主动
免疫的有效措施。

目前，我国已有 46 款新冠病毒疫
苗进入临床试验，21款在境外获批开展
Ⅲ期临床试验，灭活疫苗、腺病毒载体
疫苗、重组蛋白疫苗等9款疫苗获批附
条件上市或紧急使用，3款疫苗纳入世
界卫生组织紧急使用清单。

多条技多条技术路线并行术路线并行
我国新型新冠病毒疫

苗研发取得这些新进展

酱油有添加剂会影响食品安全？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记者 温

馨）就德国总理朔尔茨和欧盟官员日前
发表的关于反对“脱钩”的表态，外交
部发言人毛宁 12 日表示，中方积极评
价欧方有关表态，愿同欧方共同推动双
方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大发展，为双方人
民带来更多福祉。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
报道，德国总理朔尔茨日前明确表示支
持全球化，称“脱钩”是完全错误的道
路，德国必须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
家开展贸易；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
的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也认为，
与中国“脱钩”不是欧盟企业的选项，
欧中贸易关系需要更多的平衡和互惠，
欧盟应继续以务实的态度与中国接触。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积极评价欧方有关表态。”毛
宁说，中方也支持全球化，反对“脱钩”。
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低迷背景下，坚持
开放合作，增强经贸联系，不仅有利于中
欧双方，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复苏。

毛宁说，中国和欧盟互为重要的经
贸合作伙伴，双方合作互利共赢。去
年，中欧贸易额首次突破 8000 亿美
元，双向投资规模累计超过了 2700 亿
美元。今年1月至8月，中欧贸易总额
为 5752．2 亿美元，同比增长 8．8％；
欧盟对华投资同比增长120％以上。中
欧间的经贸投资合作为双方的发展提供
了积极助力。

“中欧合作植根于坚实的民意基础、
广泛的共同利益、相似的战略诉求，有着
强大的韧性和潜力。”毛宁说，中方愿同
欧方共同推动双方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大
发展，为双方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外交部发言人：

中方愿同欧方共同推动双方
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