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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治
“不合理低价游”
离不开游客的消费理性

整治瘦肉精
不能放过链条上的每一环
□ 孟 伟
今年的 3·15 晚会，央视曝光了河北沧州青县存在部
分经销商贩售瘦肉精羊肉问题。据悉，在这个重要养羊
基地，每年大约出栏 70 万只羊，而这种吃了瘦肉精长大的
羊，又会流入全国各地的农贸市场。这一报道再次将“瘦
肉精”
问题拉回大众视野，
让人不寒而栗。
瘦肉精一词可以说不是什么新词了，以前瘦肉精事
件没少曝光。但随着监管越来越严格，近年来已经很少
听到这类案例了。以前含瘦肉精的多是猪肉和牛肉，而
现在居然连羊肉也“失守”了，奸商们再次凭“实力”刷新
了人们的认知。这次央视出手再次聚焦瘦肉精问题，可
以说是如同当头棒喝，
将松懈的这根弦再次绷紧。
从曝光的细节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 瘦肉精羊
肉”的整个链条都是精致的伪装者，而且他们已经“苦心
孤诣”了整整十年。河南农贸市场的商贩们在凌晨三点
就去货车上交易，因为他们知道这批来自河北的羊肉有
问题，是无法通过检测的。而对于养羊，养殖户对陌生人
更是三缄其口，记者在熟悉了很长时间后才得知在饲养
过程中添加瘦肉精。可见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禁忌”，但
他们选择了怙恶不悛。
瘦肉精被禁了这么多年，
为何却屡禁不止？除了受利
益驱使这个首因之外，
贩羊经纪人的说法暗藏玄机。加了
瘦肉精的羊一只能多卖五六十元，
当地人会在运输车上装
几只没喂过瘦肉精的羊来应对检查。那么问题来了，
那些
没喂过瘦肉精的羊能精准地成为抽检样本，
帮助问题羊蒙
混过关，
这不是一句巧合能解释的。隐藏在暗处的通风报
信、
暗度陈仓的
“暗子”
也需要挖一挖。
整治瘦肉精问题，
链条上的每个环节都不能放过。除
了养殖户这个摆在明面上的根源，饲料经销商、羊肉销售
商也要严惩不贷。有关部门要对涉案的养殖场、
养殖户进
行拉网式排查，找出非法瘦肉精的来源，严厉打击非法兜
售、违禁使用瘦肉精行为。此外，还要深挖“瘦肉精羊肉”
事件背后的黑色利益链和
“保护伞”
，
对于这些置人民生命
安全和党纪国法于不顾的蛀虫绝不姑息。
食品安全无小事，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问题不容挑
衅和试探。希望相关部门能举一反三，以高压态势对瘦
肉精问题形成震慑，坚决整治到位，让现实版的“亡羊补
牢”补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的漏洞，筑牢民众食品安全的
“防火墙”。
（相关新闻见 A04-05 版）

周 灿
要从根
本上铲除“不
合 理 低 价
游”，不仅需
要政府、行业
和社会形成
合力，
还需要
广大游客不
断树立理性、
成熟的旅游
消费观念，
谨
慎选择自己
需要的旅游
产品和物有
所值的旅游
服务，
自觉抵
制各种低价
游诱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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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3 月 15 日从省文化和旅游厅了
长，其生存的“环境”和“土壤”，在今后一定
解到，针对 2021 年 3 月 14 日澎湃新闻发
时 期 内 仍 将 存 在 。 要 彻 底 清 除 这 一“ 毒
布的“315 调查——跟拍云南低价游：游客
瘤”，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出“重
遭威胁不消费纳入征信”视频暗访新闻， 典”、下“猛药”，坚持久久为功，常抓不懈，
我省旅游行业主管部门和相关州市迅速
形成旅游管理和市场监管的长效机制，让
展开调查，严厉查处涉低价游 8 家企业 5
诚信经营、公平竞争的法则深入人心，让钻
名个人。
（3 月 16 日春城晚报）
市场“空子”非法牟利的经营者出局，最终
痛定思痛。4 年前，我省出台“22 条铁
让法律胜出，让规则胜出，让市场胜出；让
律”，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刮骨疗毒”的
违规者出局，让欺诈者出局，让无德者出
毅力，全力整治旅游市场秩序，力求斩断
局。以此倒逼旅游经营者正当竞争，实现
“灰色利益链条”、严厉打击“不合理低价
优胜劣汰。
游”经营模式。4 年来，我省深入推进整治
此外，还应该看到，市场有畸形需求，
乱象、智慧旅游、提升品质“旅游革命三部
就会有畸形供给。
“ 不合理低价游”的长期
曲”。通过这场“革命”，游客增加了、投诉
存在，固然和旅行社等密切相关，但作为受
减少了、满意度提升了，旅游乱象得到有效
害者的游客，也应该进行认真反思。质量
遏制，旅游市场秩序根本性好转，进一步擦
低下、服务低劣，经营者还以增加自费项
亮了云南旅游这块“金字招牌”。
目、强制购物等手段迫使游客“买单”，以弥
“不合理低价游”是指经营者利用游客
补所谓的差价，这是“不合理低价游”的典
贪图便宜的心理，以低于成本价格的低价
型特征和惯用伎俩。然而，天上不会掉馅
产品揽客，而后通过虚假合同、价格欺诈、 饼，羊毛出在羊身上。尽管有的游客对“不
强制购物等手段非法获利的旅游项目。
合理低价游”中的强制购物等心知肚明，但
此番严厉查处涉低价游的 8 家企业和
爱占便宜的心理作祟，总以为只要自己坚
5 名个人，可谓大快人心。首先，这是一记
决抵制，不买不喜欢、不想要的商品，就不
重拳，让 3 家涉事旅行社、两名涉事导游、5
会受骗挨宰。然而，旅行社哪会做不赚钱
家涉事购物店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其次，这
甚至亏本的买卖？对旅行社而言，明显低
是一记警醒，给那些还在做着妄图靠“不合
于经营成本的低价游必然产生“损失”，这
理低价游”春秋美梦来吸引游客，进而获取
只能通过强制购物等非法项目进行弥补，
非法利益的旅行社、导游等敲响了警钟，该
掏的自然是游客的腰包。
醒醒了，
“不合理低价游”此路不通。此外，
因此，要从根本上铲除“不合理低价
这是一个强烈信号，再次明确昭示云南旅
游”，不仅需要政府、行业和社会形成合力，
游市场秩序的整治永远在路上，始终坚持
还需要广大游客不断树立理性、成熟的旅
“零容忍”的态度和“露头就打”的高压态
游消费观念，谨慎选择自己需要的旅游产
势，严厉打击涉旅违法行为，其中不变的是
品和物有所值的旅游服务，自觉抵制各种
整治决心，
提振的是发展信心。
低价游诱饵。只有这样，
“ 不合理低价游”
当然，要清醒地认识到，冰冻三尺非一
才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也唯有如此，
日之寒，
“ 不合理低价游”作为旅游市场的 “云南只有一个景区，这个景区叫云南”最
一大顽疾，其病因复杂、症状多样、病程较
终才会变成现实。

泡药沃柑”安全与否，
不能陷入口水战

“

骗子不要纠缠量子
□ 新华社记者 徐海涛 陈诺
纠缠是量子的重要特性，也是实现量子通信、量子计
算的基础。但近期却有商家搞起了“理论创新”，歪曲原
理、生搬硬套，把量子理论与传统商品“纠缠”起来，蹭热
点、造卖点，欺诈消费者以谋取不正当利益。这种“伪创
新”
危害很大！
量子水、
量子袜、
量子项链、
量子眼镜、
量子手机膜……
电商网站上所谓
“量子商品”
林林总总。更让人大开眼界的
是各种理论欺骗新花样，
“量子能量波能深层滋养肌肤”
“量
子纠缠让害虫不能产卵”
“量子的波粒二象性能科学解释阴
阳风水”
……种种曲解滥用动不动就称
“量子商品”
，
无下限
虚夸所谓
“量子商品”
性能，
让消费者防不胜防。
量子科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沿领
域，量子科技产业快速发展，一些假量子真骗子也借势跟
风，
鱼龙混杂、
泥沙俱下。
有人说，新事物的出现本身就具备两面性，
“ 产业泡
沫”可以扩大量子产业的知名度，不必太在意。这种观点
实则模糊营销与欺诈的界线，低估造假危害，大错特错。
滥用量子概念将给市场和产业的长远发展带来负面影
响：当一个行业虚假横行，消费者会把“李逵”也当成“李
鬼”；假量子产业炒概念、挣快钱，还会挤占市场和资源，
逆向淘汰正潜心攻关、
艰难爬坡的真量子产业。
新产业发展迅速，监管需要同步跟上。杜绝骗子纠
缠量子，相关部门首先要超前谋划、正本清源，根据量子
科技的发展现状，明确量子商品的冠名标准和宣传界线，
对明显夸大、虚造、有违科学常识的设置红线、及时制
止。对欺诈行为要严肃查处，涉嫌犯罪的移交公安机关，
依法保护消费者权益。
同时，要加大对量子科技的科普力度，提高公众辨别
力，大家知道什么是真的，假的自然就没有生存空间。
（相
关新闻见 A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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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龙贵
公众对
食品安全的
信心，
并不来
自于“对食用
者健康不构
成影响”的主
观判断，
而是
来自于每一
个质疑和每
一个监管细
节，
都能得到
高效处置。

针对日前媒体报道的“泡药沃柑”事
件，3 月 15 日晚间，广西南宁市农业农村
局回应称，沃柑是耐贮存的水果，树上保
鲜可达 5 个月，采后不经任何处理常温下
可存放 1 个月以上。如需延长保鲜期，可
采摘后经过洗选加工环节，洗选常规使用
的抑霉唑、咪鲜胺等均为国家农业农村部
批准登记注册的保鲜剂，规范使用进行果
品保鲜，对食用者健康不构成影响。
（3 月
16 日中新网）
沃柑据说是引自以色列的优良品种，
在
各大水果店里，
都能看到沃柑被摆放在显眼
位置，可见销量不错，深受消费者的欢迎。
我本人也吃过，味道甜美，口感极佳。所以
当看到视频中，
有果农自称
“从来不吃”
的时
候，原本有着良好消费体验的我，瞬间跌入
冰点：我们所吃的品相良好的沃柑，真是药
水泡过的吗？
“ 泡药沃柑”真的有安全隐患
吗？所有疑问，
都需要一个正面的答案。
按照媒体的报道，
“ 泡药沃柑”主要有
以下几个问题：为保证沃柑品相，提高保质
期，擅自调高除菌农药的稀释浓度。储存
期间，也没有按照规范进行药物降解，导致
药物残留在果实表面。相关除菌药物有 30
天到 45 天不等的安全隔离期，但为了保证
销量，
部分果农表示“可直接上市”。
这些关乎食品安全的信息具体而实
在，也是广大消费者最为关切的问题。而
反观南宁市农业农村局的回应，则略显粗
放，甚至让人读出一股官腔。比如“规范使
用进行果品保鲜，对食用者健康不构成影
响”
“ 沃柑生产企业严格执行相关技术规
程，生产标准化、规范化，当地沃柑产业持
续健康发展”，问题是，如果没有规范使用，

如果不是所有生产企业都严格执行技术规
程呢？这例外的情况究竟有没有？
媒体的报道源于现场实地考察，我没
有理由认为其有造假的动机。同样，官方
既然做出公开回应，相信也是底气十足。
那么问题出在哪？问题在于，双方不是正
面交锋，更像是隔空对话。由于信息不对
称，以及各自立场不同，双方说的虽然是同
一件事，
但却未必是同一个问题。
具体来说，媒体关心的是个案，比如是
不时有生产商或批发商存在不规范操作的
行为。而官方关心的是整体评价，会不会
对当地的沃柑产业造成冲击。这种担心，
其实并不多余。多年前，网络上曾流传过
一条“柑橘里有活虫”的视频，虽然事后被
证实是谣言，但由于已经造成恐慌，对不少
柑橘生产地造成了摧毁性的打击。
对于
“泡药沃柑”
，
从目前已知的信息来
看，
我个人判断其危害性可能有一定程度的
夸大，不排除有不规范操作的问题，但应该
不是普遍现象。媒体和当地官方应该避免
陷入口水战，
回到理性对话的通道中来。媒
体需要保持克制，而官方也需要保持谦逊。
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并不来自于“对食
用者健康不构成影响”的主观判断，而是来
自于每一个质疑和每一个监管细节，
都能得
到高效处置。
“ 果农从来不吃”并非空穴来
风，
是不是先给消费者一个交待呢？
据悉，武鸣沃柑种植面积达 46 万亩，产
值超百亿元，远销加拿大、俄罗斯、新加坡、
菲律宾、泰国等国家。这种特色农产品品
牌需要精心的呵护，而最好的呵护，就是坦
然面对一切质疑，用细致的监管和充分的
信息公开，
打消公众的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