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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發生的馬來西亞 「毒燕窩」 事件，導致燕窩在中國的銷量
大跌。為確保燕窩安全消費，一個覆蓋燕窩生產與銷售全流程的
「進口食品（燕窩）安全認證追蹤溯源平台」 正式在廣州啟動。消
費者將可利用NFC手機（NFC，近距離無線通信）等終端設備，
查詢到馬來西亞進口燕窩的安全信息。

【本報記者黃裕勇廣州三日電】

中國醫療器械出口逆勢上漲

簡訊

廣東省射頻識別中心與廣州交易會
進出口有限公司以及馬來西亞通訊與多
媒體委員會於今天在廣交會上共同啟動
了 「進口食品（燕窩）安全認證追蹤溯
源平台」，產自馬來西亞的燕窩第一次
擁有了電子標籤，可實現從生產到銷保
全流程的產品追蹤溯源。

燕窩實現產銷追蹤溯源
「進口食品（燕窩）安全認證追蹤

溯源平台」由指運用電子標籤技術
（RFID）及傳感技術，在粵港RFID公
共信息平台與馬來西亞搭建的信息平台
對接的基礎上，開發和搭建進口食品安
全認證與溯源系統，廣東省射頻識別中
心表示，該平台將促進中國與馬來西亞
兩地食品貿易的電子化、信息化發展，
為穗馬兩地食品貿易的供應鏈管理提供
有效監管服務。

通過電子標籤技術（RFID）建設食
物衛生質量追溯體系，為跨境食品貿易
的安全及溯源追蹤提供了一條信息化的
途徑；普通消費者能方便地利用 NFC
手機查詢到食品從生產到零售的所有相

關信息。

馬國燕窩須具三項認證
馬來西亞通訊與多媒體委員會負責

人表示，馬來西亞政府與中國衛生部近
日達成協議，保證馬來西亞出口到中國
的燕窩亞硝酸鹽含量低於 30 毫克／千
克，馬來西亞政府同時規定馬來西亞所
有出口到中國的燕窩必須有三項認證：
1.馬來西亞獸醫局的健康證明，2.馬來
西亞衛生部發出的食品安全證書，3.馬
來西亞通訊與多媒體委會實施的 「射頻
識別標籤」系統。

馬來西亞農業部獸醫局官員說，
「毒燕」風波，主要牽涉亞硝酸鹽含量

的問題。為此，馬來西亞制訂了全球首
個燕窩行業標準，根據該標準，沒有加
工、清洗過的燕窩，要確保亞硝酸鹽含
量小於 70 毫克／公斤；加工過的燕窩
則要求亞硝酸鹽含量小於 30 毫克／公
斤，行業標準還涉及其他成分的含量
規定，如銅、鉛等重金屬含量，馬來
西亞希望以此規範該國燕窩的生產及出
口。

■吉林未來五年人均收入將倍增
記者從3日在長春召開的中共吉林省第十次代表大會上

獲悉，未來五年吉林省經濟社會發展目標是 「兩翻番」、
「雙倍增」和 「七躍升」，吉林省的地區生產總值、地方級

財政收入和一般預算全口徑財政收入將在 2011 年的基礎上
翻一番，到 2016 年分別達到 20000 億元、1700 億元和 3300
億元以上；全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
增加一倍，達到35000元和15000元以上；實現發展內生動
力、自主創新能力、綠色低碳發展、公共服務體系、社會文
明程度、法治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創新的 「躍升」。

中共吉林省第十次代表大會將在6日選舉中共吉林省第
十屆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和紀檢委委員，選舉吉林省出席
中共十八大代表。在隨後召開的中共吉林省委十屆一次全體
會議上，將選舉十屆省委書記、副書記和省委常委。

本報記者盧冶、李新寬

■鶴崗煤礦事故仍有5人被困
黑龍江省鶴崗市興安區峻源二煤礦2日7時許發生透水

事故。事故發生時，井下共有礦工28人，升井10人，目前
已獲救4 人，9 人遇難，仍有5 人被困，搶險救援正在加緊
進行。

目前，鶴崗警方已採取措施對事故煤礦實際出資人、法
人予以控制。鶴崗市委已對興安區主管煤礦安全生產工作的
副區長孫強予以免職，興安區委對區煤炭生產安全監督管理
局局長魯守相予以撤職，其他責任人將根據事故調查結果另
行處理。 本報記者張春寧、高賀強

【本報記者黃裕勇廣州三日電】在中國對外貿易
現萎靡不振之際，中國的醫藥保健品出口卻逆勢上升
，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西藥部副主任曹鋼在廣
交會上強調，中國醫療器械出口雖保持增長，但量大
價低的低端產品形象依然沒有改觀，許多企業仍依靠
出口退稅維持生存。

來自中國海關的統計顯示，今年一季度，中國醫

藥保健品出口總額為110.26億美元，同比增長8.96%
，三大類中醫療器械類出口額增長最大，為 11.26%
，而西藥類和中藥類則分別增長7.99%和6.62%。

醫保商會統計近兩天廣交會醫療器械類出口情況
也顯示，5月1日至5月2日，廣交會醫保館總計成交
額為 8844.12 萬美元，累計比去年春交會增長 7.64%
；而醫療器械中屬一次性耗材同比增長最多，達

64.53%，成交額為2092.05萬美元。

高端市場被國際大公司佔領
不過，曹剛認為，中國醫療器械企業仍聚集在中

低端產品上進行競爭， 「行業出口多以一次性耗材等
為主，靠量大賺盈利」。

據悉，中國醫療器械的出口在中低端醫療器械產
品方面，產量一直居世界前列，但高端產品出口佔比
就很低，中國80%的醫療器械廠商均為年銷售額僅幾
百萬元的小企業，產品大多附加值較低，主要包括一
次性輸液器、衛生材料、醫用導管、普外科器械等。

「雖然這些勞動密集型產品目前銷路尚可，但其
盈利空間卻在逐漸縮小，且來自越南和泰國等東南亞
國家的同質化競爭壓力正在不斷加大，歐美國家的廠
商如雅培等又不斷在華推出多領域醫療電子化新品。
因此賺錢不易。」主營嬰兒保溫箱出口的寧波宏偉機
電有限公司副經理鄭海誼表示， 「只是高端市場都被
國際大公司佔領了，中國企業往往因為市場投入大而
放棄這個市場。」不過，鄭海誼也坦承： 「高端產品
雖然競爭不過國際公司，但賣出一台，就相當於賣4
台低端產品，利潤還是可觀的。」

低端產品經營依賴出口退稅
不過，廣交會上眾多醫療器械出口商仍以經營低

端產品為主，山東威高集團醫用高分子製品股份有限
公司外貿分公司的銷售代表魏寧就告訴記者： 「耗材
本身價格就很低，各家的價差不會很大。」為了維持
生計，他們更多的是依賴從 13%-17%的出口退稅維
持經營。

專家：量大價低 不足以喜

▲

外國採購
商在醫療器
械展位試用
新產品

網絡圖片

▲ 「進口食品（燕窩）安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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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燕屋內的燕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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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楚長城、通訊員徐春
浩鄭州三日電】名為 「生命之舟」的
礦用12人可移動式硬體救生艙，日前
通過國家安標中心的 110 小時綜合防
護試驗。該礦用可移動式硬體救生艙
有望填補國內空白，並為中國礦山及
井下安全救援提供了有力保障。

該救生艙是由河南理工大學機械
與動力工程學院、山西煤礦機械製造
有限責任公司 「校企合作」共同研製
，艙身外部塗有醒目橘白救生色彩，
內有十幾平方米，設有一條供人進出
的通道，兩邊各有一排座位可供12人
乘坐，座位底下是水和食物儲存箱，
頂部安有照明燈並配有供氧設備。

據了解，該救生艙是一種專門為
煤礦井下避險設計的全新高科技救生
設施，由艙體結構、生命保障系統、
測控與通訊系統等三部分組成。艙體
配有滑靴和輪對，方便移動和入位停
放；強大的生命維持系統，可清除人
體產生的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和事故
發生時所產生的甲烷等有毒有害氣體
，通過艙內配備的先進電子監測通訊
系統可方便的引導外界救援。艙內備
有充足的食物、水及氧氣供應設備，
可保證艙內12名人員至少維持生存96
小時以上。

河南理工大學機械與動力工程學

院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該救生艙是
在井下發生煤塵爆炸、瓦斯爆炸、瓦
斯突出、火災及冒頂等緊急事故時，
為井下礦工獲得逃生機會提供的避險
設施，能有效抵禦二次爆炸衝擊，隔
絕有毒有害氣體環境、高溫煙氣等，
既為井下被困人員提供了穩定可靠、
保障齊全的維生空間，又為應急救援
創造了條件、贏得了時間。

該救生艙自 2011 年 9 月問世以來
，相繼在太原中部博覽會、北京國際
採礦技術展覽會亮相，以其博採眾長
、匠心獨運的顯著優勢受到廣大用戶
和有關專家的好評，先後進行了大小
數十項試驗，包括4小時、6小時、24
小時、48小時的真人試驗，充分驗證
了產品的理論設計和製造水平，並得
到了進一步完善。

在本次 110 小時真人試驗中，嚴
格按照國家有關救生艙最新標準規定
的試驗條件，在國家安標中心專家的
現場監督下，圓滿完成了綜合性防護
試驗。

下一步，該救生艙將正式投入批
量生產，以滿足市場需要。此外，雙
方還將研發18人可移動式硬體救生艙
，並準備形成 12 人、16 人、18 人等
系列產品。隨着技術的不斷更新，艙
內的條件也將更加完善、舒適。

滬集中宣判涉食品藥品案
【本報記者張帆上海三日電】上海法院今天對8起涉及

食品藥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件進行集中宣判，十八名被告被分
別判處拘役六個月至有期徒刑六年六個月、並處一千元至八
十萬元罰金不等刑罰。上海高院副院長丁壽興介紹，上月發
現的上海金山一公司涉嫌製造新型地溝油的案件和近期的毒
膠囊案件目前仍在公安機關偵查階段，一旦進審判階段，法
院將快速審理，從重打擊。

據了解，今天集中宣判的8起案件，是今年以來上海影
響較大的涉食品藥品安全犯罪案件，具有四個顯著特點：一
是侵犯多種國內外知名品牌商標。如有被告人通過淘寶網對
外銷售假冒 「紐崔萊」等註冊商標的蛋白粉、倍力健、鈣鎂
片等商品，銷售金額累計606萬餘元。另一被告人在明知係
假冒註冊商標貴州茅台、五糧液的情況下，仍將 1400 餘瓶
假冒茅台、五糧液白酒銷售給他人，銷售金額96萬餘元。
還有人乾脆從外地購得他人非法製造的 「茅台」、 「五糧液
」、 「劍南春」等註冊商標的包裝盒、防偽標、酒瓶蓋等標
識直接對外銷售。

二是涉及蛋白粉、食鹽、白酒、洋酒、煙草、萬艾可等
與生活密切相關的食品藥品。

三是網絡成為重要的犯罪手段，有的利用網絡尤其是淘
寶等知名網站作為交易平台，有的利用網絡招攬客戶，銷售
假冒藥品。

四是個別媒體對涉食品藥品廣告審查不嚴，公開發布叫
賣處方藥的廣告，也為實施犯罪創造了條件。

有鑒於此，上海法院建議政府加強和改善社會管理。知
名網站要加強自我監管，網絡監管部門、網絡運營商要加強
對網上店舖經營銷售情況的常態化監管，防止網絡尤其是知
名網站成為假冒偽劣食品藥品的交易平台。

▲ 5 月 3 日
，礦工進入
鶴崗市興安
區峻源二煤
礦發生事故
的井口實施
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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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下生命之舟通過國家試驗

▲ 「生命之舟」 礦用可移動
式硬體救生艙內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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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之舟」 礦用可移動
式硬體救生艙外部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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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燕窩進口燕窩可用手機查真假可用手機查真假▲馬來西亞政府規定所有出口到中
國的燕窩必須有三項認證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