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反式脂肪酸 、 全
麦 、 0脂肪……在食品包
装上， 经常可以看到这些
诱人的词语， 但是你真的
了解背后的含义吗 ？ 本
周，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启
动了以 “尚德守法 共享
共治食品安全” 为主题的
食品安全周。 食品标签读
懂行动作为宣传周的一项
重要内容， 意在指导公众
正确解读食品标签， 从而
可以科学识别 ， 理智选
择。 花上几分钟研究 “食
品标签”， 不仅关乎身材
保持、 饮食健康， 还与生
命安全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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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看懂食品标签吗?
吃进嘴里的大学问

□本报记者 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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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谈辖区第三方交易平台
和网络信息服务平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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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标签强制要求标示
食品配料表等信息

本次食品标签读懂行动， 邀
请了约100名市民参与到活动中，
来让市民了解预包装食品标签和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 那么， 二
者都标示出了哪些重要的食品信
息呢？

记者从北京市卫计委了解
到， 预包装食品标签和预包装食
品营养标签， 二者是食品生产企
业向消费者传递食品产品信息的
重要载体。

预包装食品标签强制要求标
示出食品产品的名称、 规格、 净
含量、 生产日期； 成分或者配料
表； 生产者的名称、 地址、 联系
方式； 保质期； 产品标准代号；
贮存条件； 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
在国家标准中的通用名称； 生产
许可证编号； 法律、 法规或者食
品安全标准规定必须标明的其他
事项。 此外， 专供婴幼儿和其他
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 其标签还
应当标明主要营养成分及其含
量。 可以科学指引消费者选购适
用自身的食品。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过强
制标示出能量、核心营养素（蛋白
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的含量
值及其占营养素参考值 （NRV）
的百分比等。 食品营养标签是向
消费者提供食品营养信息和特性
的说明， 也是消费者直观了解食
品营养组分、 特征的有效方式，
来促进公众膳食营养平衡。

一分钟看懂食品标签

要想看懂食品标签， 总结起
来有三点， 一看产品名称， 二看
配料表 ， 三看营养成分表 。 例
如 ， 乳饮品的配料表第一位是
水， 发酵乳的配料表第一位是生
牛乳 ， 乳饮品由于主要原料为
水， 所以蛋白质和脂肪含量相对
较低。

同时， 要注意过敏物。 食品

中的某些原料或成分， 被特定人
群食用后会诱发过敏反应， 有过
敏史的消费者可以根据食品标签
的配料表来识别致敏物质， 如：
牛奶、 鸡蛋粉、 大豆磷脂等。 也
可以根据企业的标示 “本生产设

备还加工含有……的食品” 等标
示识别致敏物质信息， 选择适合
自己的食品。

注意生产日期 （制造日期）。
生产日期是指食品成为最终产品
的日期 ， 也包括包装或灌装日
期， 即将食品装入 （灌入） 包装
物或容器中， 形成最终销售单元
的日期。 包含了生产、 制造、 包
装等几个含义。

注意保质期。 是指预包装食
品在标签指明的贮存条件下， 保
持品质的期限， 准确讲是最佳食
用日期。 在此期限内， 产品完全
适于销售， 并保持标签中不必说
明或已经说明的特有品质。 超过
保质期的预包装食品， 在一定时
间内仍然具有食用价值。

标签不完整两种情况可豁

免。 考虑到食品本身的特性和在
小标签上标示大量内容存在困
难， 所以规定出两种标示内容豁
免的情况， 不强制要求标示。 一
种情况是酒精度大于等于 10%的
饮料酒、 食醋、 食用盐、 固态食
糖类 、 味精可以免除标示保质
期； 另一种情况是当预包装食品
包装物或包装容器的最大表面面
积小于10cm2 时， 可以只标示产
品名称、 净含量、 生产者 （或经
销商） 的名称和地址。

通过营养标签识别真假
低盐低糖低脂肪

食品营养标签主要包括表格
形式的 “营养成分表 ” 、 以及
“营养声称”、 和 “营养成分功能

声称”。 营养成分表由营养成分
名称、含量值、占营养参考值百分
比（简称NRV%）组成。 在阅读时
一定要注意营养成分含量值是按
照每100克/毫升食物给出的， 还
是按每份食物给出的， 这有助于
更准确地了解食物营养信息。

营养标签中， 1+4是少不了
的。 1+4是指营养成分表中至少
应标出能量和四个核心营养素：
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 钠
的含量及其占NRV百分比 ， 这
是出于对食物构成、 当前居民健
康状况的考虑而规定的。

那么， 又如何通过营养标签
确认低脂肪 、 低糖 、 低钠食品
呢？ 消费者可以核查标签上营养
成分表中的含量是否达到要求来
区分。

低脂肪食品要求每100克食
品中的脂肪含量小于等于3克 ，
或 100毫升食品中小于等于 1.5
克； 如果某食品标签上声称 “低
糖”， 则糖的含量要求达到每100
克或100毫升的该食品糖含量小
于等于5克； 如果某食品标签上
钠的含量达到每100克或100毫升
的该食品钠含量小于等于120毫
克， 就可以声称低钠， 同时也可
以声称 “低盐”。

为减少辖区内第三方交易平
台企业及网络信息服务平台企业
投诉举报量及规避潜在风险， 丰
台工商所对辖区内该类型企业开
展了行政约谈。 某科技公司旗下
自设网络交易平台， 为综合性购
物平台， 销售各类产品。 丰台工
商所目前已接到多封投诉举报，
反映该平台商家涉嫌虚假宣传。

接到投诉举报后， 分局立即
联系该公司， 进行了行政约谈，
对商家提出要求：

一是要求商家务必守法、 规
范经营， 积极承担首问责任， 积
极处理和化解消费纠纷， 减少投
诉举报；

二是做好内部规范， 严把质
量关， 严格管理平台准入商家，
坚决杜绝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及虚
假宣传等突出问题；

三是禁止虚构成交量 ， 以
次充 好 ， 要多向消费者提供质
量优、 价格实、 服务好的商品及
服务。

还有一家公司， 旗下有三个
网站， 均为信息发布平台， 主要
发布各类企业信息以达到招商引
资目的。 也被多人投诉举报， 反
映其未经同意发布招商信息。

对此， 丰台工商分局也对该
企业进行了行政约见， 要求企业
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加强自治 ， 合法经
营， 整改问题；

二是务必定期核查自设网站
中企业信息， 如存在未合作企业
信息及时删除；

三是针对已发布的信息 ，
严格审查其信息的规范性、 合
法性。

此外， 针对该公司从事广告
业务上的违法行为， 丰台工商分
局已经立案调查， 目前案件正在
进一步处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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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工商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