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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及追溯技术成本转嫁消费者 价高难受青睐

10 早知道
2013年7月11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陈臻 美术编辑 谭丽娜
联系我们 qnbhdb@163.com

》你可能感兴趣的

》记者帮你问

水果贴上溯源码 价格高一倍
在南京西路上的一家超市里，记者找

到了王小姐描述的带二维码的西瓜，标签
上写着是南汇8424西瓜。和普通西瓜不同
的是，这筐西瓜多了一张椭圆形的二维码
小贴纸。在二维码的图案下面，还写着“ 扫
描爱维码，即可查询我的溯源信息”。记者
拿出手机扫了扫，随后弹出了一个“ 南汇
8424西瓜溯源系统”的网页。在网页中，显
示出了一串20位的溯源码，并告知了一个
查询溯源信息的网站。

记者随后登录该网站，原来是一个农
产品质量安全溯源平台。输入20位的溯源
码后，页面跳出了一系列的追溯信息，包
括企业与产品介绍、溯源总览、种植信息、
质量管理信息、加工包装信息和运输销售
信息六个部分。

不过，记者也在现场发现了王小姐反
映的情况，贴了二维码标签的西瓜和没有
贴二维码的西瓜价格是不同的。记者比较
了一下重量相近的两种西瓜，贴二维码标
签的西瓜4.65公斤，单价12元每公斤，总价
55.7元。而不贴标签的另一种西瓜，相近的
重量，只要35.6元。而在一般的水果店里，
一只9斤重的西瓜价格更低，普遍在13
元—20元左右，价格相差一倍甚至更多。

种植和追溯技术成本抬高瓜价
水果贴上溯源码后，为什么价格会有

这么大的差别？对此，记者根据追溯系统
追溯到的信息联系到了这家瓜果公司的
负责人进行询问。对于消费者的疑问，该
负责人解释说，价格抬高是由增加的成本
造成的。

首先，西瓜更加“ 绿色”。该负责人强
调说，该瓜田种植的西瓜，使用的农药是
生物农药，使用的化肥也是有机化肥，“ 相
对于一般瓜田而言，我们的成本无疑是更
高的，产品也更健康，无公害。”

而除了种植成本的抬高，追溯技术更
是瓜价上涨的重要因素。“ 什么时候浇水，
是施化肥还是生物肥，要用科学的工具记
录输入进去，一片瓜田的‘ 户口档案’就
算建起来了。以往一些瓜农也会将一些信

息记录到笔记本上，不过记录得并不严
格，也不规范，真要查询起来也不那么方
便。”该负责人告诉记者，纸质记录，很容
易撕毁、污损甚至丢失，而电子记录的话，
比纸制更容易保存。同时，也更有利于以
信息化的手段进行查询。“ 技术员把采集
的信息提供给管理员，管理员再负责把这
些信息整理保存起来。当西瓜收获的时
候，这些信息会自动生成统一的信息，然
后就可以生成溯源码了。”

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这一系列溯源
环节的添加改变了原先的操作方式，无论
是系统的覆盖，还是人力的付出，在成本
上都有增加，所以一只可溯源的瓜价格更
高。“ 消费者愿意买，是从两个方面考虑。
首先，他认为我们的种植收获过程对他来
说是透明的，他感到放心。第二，他感觉到
有了条码以后，万一出现问题，可以有据
可查，有责任可追。从这两方面考虑，顾客
认为它是放心产品，为了放心，愿意多付
出一倍，甚至更多的价格来买这个西瓜。”

销量遇冷 转嫁成本难得青睐
虽然有了溯源码，西瓜的品质有了更

多的保证，但是对于紧跟倍增的“ 身价”，
不少消费者并不买账。记者所走访的超市
水果专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普通西瓜
相比，有溯源码的西瓜销量并不算高。而
记者登录溯源码的平台查询时发现，这个
溯源码只被查询过52次，而这一批贴二维
码标签的8424西瓜共有30万只。

在记者采访中，不少消费者质疑，“ 仅
仅是加了一张标签而已，就要贵那么多？”
也有消费者表示，保证水果的食品安全，
理所应当是商家应该履行的义务，而这安
全成本的提升，不应当转嫁到消费者头
上。

对此，该负责人回应说，“ 目前市场上
猪肉、蔬菜等有了追溯系统，但是有相关
部门补贴成本就好很多。而水果这块还没
有相应的补贴，想保证安全，想要建立溯
源体系，必须得自己掏钱。我们也会根据
市场情况考虑今后是否要继续发展和推
广。”

记者 陈诗松

最近我去逛家附近的超市时发现，有
的西瓜上面多了一个二维码，据说扫一扫
这个二维码就能查到一系列的溯源信息。
但是我看到这个西瓜的价格，却着实吓了

一跳。一只西瓜要卖到将近60元，比普通的
西瓜贵出一倍，甚至两倍。请问为什么在西
瓜上贴了这么一张可溯源的标签，就要比
一般的西瓜贵出这么多？究竟贵在哪里？

》市民王小姐提问

本报讯 记者 陈诗松 近日，据上海
市商业信息中心对本市100多家大型商业
企业、3000多个零售网点及部分网络零售
企业在家电、服饰、食品、化妆品等数十大
类、100多种商品、数万个品牌的市场销售
监测，2012年度上海消费品市场多个品牌

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被列为“ 畅销品牌”。
其中，上海本地品牌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凸
显。本地品牌数量占全部“ 畅销品牌”的
20.5!，在金银珠宝、羊毛羊绒制品、主副
食品、休闲食品、乳品等商品类别中，本地
品牌的比重和市场占有率明显占优。

本地品牌在上海“ 畅销品牌”中占两成

本报讯 记者 刘春霞 通讯员 陶利
平 为适应长三角地区货运市场变化需
求，今天起，上海铁路局将在上海北郊至
合肥北间每天开行1对城际“ 货运快线”。
据介绍，“ 货运快线”按客车运行办理，全
程运行时间9小时左右。铁路部门将提供
电话和网上受理、上门取送货、“ 一口价”
收费等“ 门至门”全程运输服务，货主运
货将更加方便快捷。

据介绍，开行城际“ 货运快线”是上
海铁路局继货运受理、组织、收费等方式
实施改革后推出的又一项货运改革新产
品。货主可通过拨打该局12306客服热线、
登录中国铁路客服网站（ www.12306.cn）

我要发货快捷服务通道、拨打装车站货运
受理电话、到装车地营业点窗口、登录“ 上
铁货运”网站（ www.shtlhy.com）等五种
方式，提出运输需求，铁路部门即可提供
代办手续、上门提货、送货上门等“ 门到
门”全程运输服务。

此次上海北郊至合肥北开行的城际
“ 货运快线”按客车运行办理，固定时间、

固定班次、固定地点开行。北郊站开车时
间为每天的22:08，次日早上7:08到达合肥
北；合肥北开车时间为每天的19:50，次日
早上5:30到达上海北郊。与其他货物列车
相比，“ 货运快线” 上海至合肥全程运行
时间缩短了近三分之一时间。

上海至合肥首开城际“ 货运快线”

本报讯 记者 瞿艳花 7月18日至8月
8日，古猗园将举行首届上海荷花展“ 雅荷
游学”科普游园夏令营，让孩子们体验一
回不同乐趣的暑假活动。

活动以“ 荷风雅韵，传承经典”为主
题，让孩子们乐游在消夏纳凉的荷花塘
间，细品经典的中国传统民俗文化。活动
的主要内容为科普游园会、创意荷包制作
等环节，今年还新推出荷花折纸和荷花名
画赏析课程等集趣味性、知识性于一体的
互动性活动。

夏令营从上午9点至下午3点结束，共
计4期，具体时间为7月18日、7月25日、8月
1日和8月8日。活动报名对象为全市中小
学生，收费标准为50元/人，园方提供午餐
服务，每期满15人成团，4期开放的名额有
限，需提前报名，额满为止，先报先得。

活动报名和咨询电话：021-59127883
（ 朱小姐、谢小姐、席先生），报名时间：即日

起到7月12日（ 8:30—16:30）。详情可见上海
古猗园官方网站：www.guyigarden.com或官
方微博：http://weibo.com/guyiyuan。

首届上海荷花展“ 雅荷游学”活动招募

本报讯 记者 瞿艳花 记者昨天从松
江区政府获悉，7月19日19点，第五届上
海松江青岛啤酒节将在松江区市民广场
开幕。在为期10天的啤酒狂欢节里，每晚
5点至10点，鲜爽甘醇的啤酒、精彩纷呈
的演出、扣人心弦的互动游戏等邀请市

民前来参与。
据主办方介绍，啤酒售价拉灌装15

元一听，桶装每桶20至30元。啤酒节期
间，还将举行速饮赛、吹瓶赛、吸管赛和
情侣对饮赛。最终的啤酒王将获得一辆
价值四万多元的轿车。

松江啤酒节下周开幕“ 啤酒王”可获赠轿车

本报讯 记者 马鈜 据“ 云安全”系
统统计，7月5日至7月7日，共有210,531人
次的网民遭到网页挂马攻击，瑞星共截获
了81,665个挂马网址。共有603,229人次的
网民遭到钓鱼网站攻击，瑞星共截获了
174,570个钓鱼网址。

安全专家表示，上周末最流行木马病
毒是Trojan.Win32.QQPass.aju。木马运行

后，首先检测电脑是否正在运行QQ，如果
存在，木马会关闭QQ，并将病毒文件替换
成QQ程序，当用户再次打开QQ时，就会
自动运行木马病毒。被替换的“ QQ”从图
标上和登录界面上都与正常程序极为相
似，用户很难分辨真伪。如果用户在木马
界面输入了账号和密码并登录后，QQ账
号密码就会被盗。

QQ盗号木马肆虐 账号安全需注意

本报讯 记者 马鈜 通讯员 孙国富
李辉 为了配合南泗塘淞发路桥改建工
程，从7月13日起至9月30日止，淞发路（ 逸
仙路—淞南路）段将进行施工，其间，淞发
路（ 逸仙路—淞南路）实施全天禁止一切
车辆和行人通行，在桥梁北侧搭设3米宽
便桥供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

为了 配 合 共 江 路 道 路 大 修 及 上 水
排管工程，从7月13日起至12月31日止，

共江路（ 共和新路—虎林路）段将进行
施工，施工将分为先后三个阶段，第一
阶段，共江路（ 共和新路—通河路）。第
二阶段，共江路（ 通河路—爱辉路）。第
三阶段，共江路（ 爱辉路—虎林路）。上
述道路在施工期间，实施全天禁止机动
车西向东通行的管理措施，同时实施全
天禁止大型机动车东向西通行的管理
措施。

淞发路、共江路本周六起施工 交通将调整

拥有二维码追溯信息的西瓜比没有该信息的贵一到两倍。 本报首席记者 贺佳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