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4日，湖南烈士公园，蝴蝶在花丛中飞舞。 近年，长沙市加强城市
绿化，公园和街道绿化带里常年有鲜花盛开，引来蝴蝶翩翩起舞，成为城
市里的一道美丽风景。 本报记者 李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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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史上最严” 的新版
食品安全国标 《食品中农药最大
残留限量》 (GB2763-2014)� 8月1
日正式实施。 记者近日走访长沙
多家农贸市场及相关检测部门得
知， 多数经营者和市民并不知晓
新国标， 目前农贸市场对蔬果农
药残留的快速检测方法， 并不具
备检测农药残留量的能力， 看来
农残新国标的推行尚需时日。

日常抽检还是“老办法”
“每天都要吃蔬菜水果， 肯

定担心有农药残留， 可我不知道
怎么测！” 听到农残新国标开始实
施， 王女士表示“越严越好”。

8月9日至10日， 记者走访了
长沙多家农贸市场。 长沙马王堆
蔬菜批发市场农残快检室工作人
员介绍， 市场每天都对农产品进
行农药残留检测， 一般采用酶抑
制法进行检测， 主要是检测有机
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 “抑制
率小于50%就表示农药残留量在安
全范围内， 大于50%就不允许进入
市场。”

这种检测办法在火星农贸市
场、 红星蔬菜批发市场和红星水
果批发市场同样使用。

红星农产品大市场食安办主
任申野称， 并未接到有关新检测
标准的通知， 若有市民对购买的
农产品不放心， 可按照一定的申
请程序到市场农残速测室检测。

“一般来说， 这些农产品在原产地

已经有检测合格证明， 但为确保食
品安全， 我们市场农残留检测室还
要再次检测。” 申野说， “我们市
场每天会抽检180-190批次的农产
品， 用PR2000A型农药残留速测
仪对农产品进行检测。”

记者了解到， 酶抑制法并不能
检测出新国标中的农药残留限量
值。 “快速检测法只能做到定
性检测， 即判断是否有农药残
留， 而不能做到定量。” 长沙马王
堆蔬菜批发市场农残快检室工作人
员介绍， 定量检测消耗时间长， 对
于大型市场农产品的销售并不适
用。 由于人力、 财力、 物力等条件
的限制， 目前还无法满足新国标的
检测要求。

果汁果脯
首次列入农残检测

新国标规定了387种农药在
284种 （类） 食品中的3650项限量
指标， 与2012年颁布实施的 《食
品 中 农 药 最 大 残 留 限 量》
（GB2763-2012） 相比， 新增加了
65种农药、 43种 （类） 食品和
1357项限量指标， 基本覆盖农业
生产常用农药品种和消费者经常消
费的食品种类。

首次制定了果汁、 果脯、 干制
水果等初级加工产品农残限量值是
新国标的突出特点之一。 据记者了
解， 新国标扩大了食品农产品种
类， 为284种(类 )食品农产品规定
了多种农药的残留限量标准， 覆盖
了蔬菜、 水果、 谷物、 油料和油
脂、 糖料、 饮料类、 调味料、 坚
果、 食用菌、 哺乳动物肉类、 蛋
类、 禽内脏和肉类等12大类作物
或产品。 除常规的谷物、 蔬菜、 水
果外， 还首次制定了果汁、 果脯、
干制水果等初级加工产品的农残限
量值， 基本覆盖百姓经常消费的食

品种类。
新国标还重点增加了鲜食农产

品的限量标准。 针对蔬菜、水果、茶
叶等鲜食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问题
和多发、易发问题，新国标规定了鲜
食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限量，为115个
蔬菜种(类)和85个水果种(类)制定
了2495项限量标准，比2012版本增
加了904项限量标准。 以黄瓜为例，
在此前对无公害黄瓜的13项监测标
准中，毒死蜱等7种农药的残留值要
求在0.1mg～0.5mg/kg之间，而新
标准中， 将毒死蜱的残留限量明确
为最高0.1mg/kg。

专家教你如何去农残
食品中的农残含量与人们的健

康息息相关， 果蔬上的农药残留也
成为老百姓担心的问题。 为减少农
残， 人们想了很多方法应对， 比如
用淘米水泡、 用开水烫、 专挑带虫
眼蔬菜等。 专家指出， 想要减少农
药残留对身体的危害， 一定要用科
学的方法。 以下是专家介绍的几种
减少果蔬农药残留的小方法。

第一： 浸泡。 保持蔬果完整，
用流水冲洗后， 放在温水、 淡盐水
或头一两次的淘米水中浸泡10分
钟左右， 可以有效地将残留的农药
进行再稀释。

第二：削皮。 检测发现，带皮的
果蔬，像苹果、黄瓜、茄子等，农药残
留的70%集中在表皮， 所以去皮后
食用，安全系数会更高。

第三： 高温加热。 一些耐热的
蔬菜， 比如菜花、 豆角、 芹菜等洗
净后再用开水烫几分钟， 可使农药
残留量下降30%， 再经高温烹调，
就可以清除90%的农药。

第四： 阳光照射。 阳光照射可
使蔬菜中的部分农药被分解、 破
坏。 据测定， 蔬菜在阳光下照射5
分钟， 有机氯、 有机汞等农药的残
留量可减少60%左右。

教科文卫新观察
知识产权维权援助
—12330公益热线—

果汁果脯首次列入农药残留检测

“史上最严”农残国标
推行尚需时日

本 报 8 月 14 日 讯
(记者 杨丹 ) 经历了第
四站四川都江堰原始丛
林艰苦的“生存大考
验”， 本周五的 《爸爸
去哪儿》 将为萌娃奶爸
们奉上一个草原悠闲亲
子假期。 众人挺进呼伦
贝尔大草原， 蓝天白
云、 碧草和风， 画面绝
美。 入乡随俗， 射箭、
烤全羊、 挤牛奶……这
个“心灵假期” 非常惬
意。

对于成长在高楼大
厦的孩子们来说， 美丽
的草原实在是一个太美
妙的地方，动物互动、草

原欢跑， 还有无边的蓝
天白云和热闹的篝火晚
会，一见到草原，六娃们
便立即开启了满地撒欢
的模式， 各种欢笑惊叫
不绝于耳。 这次萌娃奶
爸终于不用自己做饭，
第一次享受到了节目组
给的福利———丰盛晚餐
烤全羊。

几位意外来客的降
临更是让五爸六娃着实
惊喜了一把。《爸爸去哪
儿》 第一季的两位爸爸
郭涛、 张亮带着宝贝石
头和天天来大草原探
班。 两季碰撞， 给了大
家一个意外惊喜。

《爸爸去哪儿》
享受草原风情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4年 8月 14日

第 2014218期 开奖号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370 1000 370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1013 160 162080

2 8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4年8月14日 第2014093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20703523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3
二等奖 20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5209398
4 2936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3824
152903
2158812
17864162

85
4526
65138
538858

3000
200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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