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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
中央纪委对湖南省委原常委、宣
传部部长张文雄严重违纪问题进
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张文雄违反政治纪律，
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收受礼金，由私营企业主
支付旅游住宿费用，违规多占办
公用房；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定
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
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违反廉洁
纪律，纵容、默许家属利用其职务
影响谋取私利，用公款购买购物
卡用于送礼和个人使用；违反工
作纪律，干预和插手执纪活动，泄
露干部选拔任用事项；违反生活
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
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受贿
犯罪。

张文雄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
部，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反党的
纪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
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
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
予张文雄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
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
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
法机关依法处理。 据新华社

日前，南京市民刘先生在扫
描摩拜单车二维码时，出现了本
不该出现的转账提示，于是向警
方报案。当地有些市民也发现，扫
描摩拜单车上的二维码后，如果
不注意很可能钱就被转走了。

虚假二维码骗局并非孤例。
在广东破获的一起二维码诈骗案
中，犯罪分子通过扫码盗刷获利
90余万元。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
由于制码技术几乎零门槛，不法
分子将病毒、木马程序、扣费软件
等植入二维码，消费者扫码被盗
刷现象时有发生。

针对消费者扫码遭诈骗，摩
拜单车负责人称，单车上的正规
二维码都是用钉子钉在车身上
的，车费必须通过 APP 支付。车
身上发现的二维码是后贴上去
的，覆盖了原二维码，用户扫描的
是不法分子的诈骗二维码。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用虚假
二维码覆盖正规二维码实施诈
骗，还有不法分子直接诱导用户
扫描带有木马病毒的二维码。比
如，浙江就多次发现不法分子以
扫码得红包的形式诱导用户，一
旦用户扫码后，手机会感染木马
病毒，各种信息都被窃取了。

此外，有些不法分子通过拍
照、截图、远程控制等方式获取用
户付款二维码，盗刷用户银行卡。

据了解，目前我国广泛使用
的二维码为源于日本的快速响应
码（QR 码），由于当时国内没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二维码，市场几
乎被 QR 码占据。QR 码没有在
国内申请专利，采取了免费开放
的市场策略。“这也意味着谁都可
以通过网络下载二维码生成器。
只需要将发布的内容粘贴到二维
码生成器上，软件随即生成用户
所需的二维码。”杭州某网络安全
公司工程师郑孵说。 据新华社

视/频/ 一段“紫菜竟是用废塑料做成的”视
频，在网络上被大量转发。视频中，一位操
北方口音的女士手扯紫菜，描述说，“这是
紫菜吗？根本拉不断。”

北京市食药监局提醒，有些简易
方法可对“紫菜”和“塑料”进行初步
判断：

一是水泡法：真紫菜泡水后吸
收水分，光滑，而塑料薄膜不吸水，不
光滑。

二是燃烧法：真紫菜燃烧会产生
一种类似于毛发燃烧的味道，火苗熄灭
后留下像灰一样的物质；塑料薄膜燃烧
火苗很大，滴油脂并有刺鼻的气味，燃烧
剩余物质团缩在一起。

三是手撕法：用手撕扯泡过的
样品，真紫菜撕扯很容易断，没什么
弹性，塑料薄膜撕扯不易断，弹性较
强。

四是水煮法：将未经浸泡的紫菜
用水煮，煮前浮于水面，煮后体积略有
增大，不完全漂浮在水面；塑料薄膜水
煮前后体积不变，均漂浮于水面。专家
建议，购买紫菜时可以捏一捏、闻一闻，
品质好的紫菜一般是深褐色或者紫褐
色，有天然的光泽，手感蓬松有弹性、没
有异味。

挨/骂/ “现在每天都有几十个电话打到公
司，内容涉及投诉、取消订单、产品下架，
甚至还有辱骂我们企业没有良心的。”

反/驳/ “紫菜本身价值不高，再生塑料的价
格却一直在上涨。考虑到回收袋子、人为
破碎、压缩加工等流程，时间和原料成本
比较贵，商家根本不可能选择这么做。”

检/查/ 福建晋江市是全国最大的坛紫菜加
工生产基地之一，当地监管部门称未发
现相关现象；北京市食药监局组织实验
检测后表示，视频中的说法并不科学。

物理观察物理观察
人造结构和细胞一眼看穿

记者在检验实验室看到，负责检测该项目的王博士正在一个
如一元硬币大小的金属厚片上粘贴两个类似纽扣电池的金属圆
片。据王博士介绍，这是样品台，用于把样品粘上去后再放入电镜
设备中观察。“一个上面是黑色塑料膜，另一个是紫菜。”

在电脑上，细过发丝的塑料膜和紫菜断面成了足有三指宽的
影像带。

“这片灰色就是塑料膜的断面，结构细密，一看就是人造结构。而
另一个则是紫菜，像蜂窝一样，这些圆孔就是它的细胞。”王博士说。

化学检测化学检测
绘出一条完全不同的波形

“紫菜里富含氨基酸，作为植物，本身也有蛋白质，不过塑料膜
可没有这些物质。”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和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耿
健强介绍说，这也是检测紫菜中是否有塑料膜的又一重要手段。

记者注意到，虽然不同的紫菜样品氨基酸含量有高有低，但
是基本绘制出的波形类似，而同样被检测的塑料膜的结果则是绘
出一条完全不同的波形。对此，该中心负责检测的吴博士说，从成
分看，紫菜中都检出较高的蛋白质和氨基酸，而且含量分布比较
集中。在塑料袋中未检出蛋白质和氨基酸。

红外光谱红外光谱
多个波段鉴别谁是塑料袋

从光谱图看，不同品牌紫菜样本红外光谱图相似度较高，在多个
波段附近具有蛋白特征吸收峰，而塑料袋在以上波段均无特征吸收。

吴博士表示，根据检测结果，送检的45个紫菜样品均未发现
网传视频所说的用塑料造假问题。

北京市食药监局表示，塑料薄膜
在常规食品抽检中是可以被检测出
来的，近三年本市紫菜抽检中，未发
现样本中存在塑料薄膜制假的现象。
视频中凭“不好撕”来推断“紫菜是塑
料薄膜制作的”，这一说法并不科学。

记者注意到，日前国家食药总局对
《食品安全欺诈行为查处办法》征求意
见，单位和个人利用网络、媒体、移动社
交平台等载体，编造、散布、传播虚假食
品安全信息被纳入了食品欺诈范围之
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将移交公安
机关依法处理。

最强设备 迎战传闻讲科
学

1

2

3

四种简易方法
鉴别紫菜真假

本组稿件据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
报、北京青年报、法制晚报、新京报

湖南省委原宣传部长
张文雄被双开

“扫一扫”钱就不见了？
二维码骗局
侵蚀共享单车

“现在的人良心都没了，竟然用塑料做紫菜！”……从今
年2月中旬开始，多个针对紫菜行业的爆料视频在网上持续
发酵。

尽管生产企业发布澄清说明，表示从没有生产所谓的
“塑料紫菜”，并公布检验结果，但谣言散布的速度和负面影
响还是超过企业预期。

日前，北
京食药监局
与多家媒体
合作，从北京
市场上购买
了 45种紫菜
样品，送至北
京市食品安
全监控和风
险评估中心
进行检测。

中 心 制
定了紫菜鉴
别方案：利用
氨基酸分析
仪、红外光谱
仪、扫描电镜
等先进技术
手段。在上述
检测中，扫描
电镜是最为
直观的检查
手段，而电镜
也是目前最
先进的检测
设备。

说法
律

凭肉
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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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近日社会关注的小学入
学年龄截止日期一事，教育部27
日回应表示，由于各省适龄儿童
数量情况和教育资源的实际承载
能力不同，一直以来，具体入学年
龄截止日期由各省具体规定。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做好2017年义务教育招生
入学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提到，

“就读小学一年级儿童的截止出
生年月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
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统筹确定。”
对此，一些媒体解读为这是教育
部的新规，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
讨论。

教育部表示，义务教育法规
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应当
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实行国务院领导，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规
划实施，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管理
的体制”。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
好 2017 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
作的通知》是依法重申现行制度
和做法，教育部不会统一规定具
体入学年龄截止日期。据新华社

教育部回应：
具体入学年龄截止日期
一直由各省具体规定

福建省水产加工流通协会的报告称，受谣言的影响，该省紫菜产业保守估计损失将达到数千万元甚至上亿元。为澄清传闻，北京、福
建、广东等地近日对市场上的紫菜进行了检查或实验室鉴定。图为广州CEC食品安全检测中心，对比干的紫菜和薄塑料袋。

塑料袋样品断面的扫描电镜结果。来源：北京市食药监局

紫菜样品断面的扫描电镜结果。来源：北京市食药监局

最近，一段“紫菜竟是用
废塑料做成的”视频，在网络
上被大量转发。视频中，一位
女士手拿一款紫菜，掰下其
中一块并用水泡发。待紫菜
完全泡发后，这位女士用手
扯开紫菜，一边扯还一边描
述说，“非常有弹性。这是紫
菜吗？根本拉不断。”随后，她
多次表示，自己手中这份紫
菜是黑塑料做的。

这个视频中的生产厂
家，是津源海佳味食品有限
公司。2月18日，该公司火速

注册微博，并于当晚 8 时 24
分发布声明，辟谣“塑料紫菜
视频”。津源海佳味公司在微
博中，公开了福州市产品质
量检验所出具的检验报告。

那么为什么紫菜会出现
“撕不烂”现象？

该公司声明指出，紫菜
会因收菜海区、海水温度、养
殖时长、收割次数等原因造
成菜质不同。视频中紫菜之
所以出现嚼不动、咬不烂、扯
不断的情况，可能是因为泡
紫菜的开水温度不够。

视频疯转 企业辟谣

订单下滑 超市下架
“现在每天都有几十个

电话打到公司，内容涉及投
诉、取消订单、产品下架，甚
至还有辱骂我们企业没有良
心的。”阿一波食品有限公司
同样陷入“视频”风波，总经
理李志江告诉记者，为了做
好解释工作，公司临时加装
了两部热线电话，安排专人
进行接听和说明。

李志江说，受到谣言影
响，订单量明显下滑。

不仅是阿一波食品有限
公司，多家卷入谣言风波的福
建晋江紫菜企业负责人向记
者证实，产品在一些连锁超市
被迫下架，不少经销商要求退
货，经济损失惨重。

公开资料显示，紫菜分
为坛紫菜和条斑紫菜，晋江
是福建省乃至全国最大的坛
紫菜加工生产基地之一，年
加工、销售紫菜4万多吨，产
值20多亿元。

“某些人士 恶意编造”
“造假的目的无非是为

了获利，但紫菜本身价值不
高，再生塑料的价格却一直在
上涨。考虑到回收袋子、人为
破碎、压缩加工等流程，时间
和原料成本比较贵，商家根本
不可能选择这么做。”三源食
品公司相关负责人陈斌表示，
塑料和紫菜口感完全不同，吃
起来容易辨别。

事件发生后，晋江市紫
菜加工行业协会代表晋江市
二十多家会员企业公开发布

声明，称“某些人士或为某种
目的，通过微信、微博等平台
发布涉嫌侵犯我市紫菜行业
的视频，恶意编造‘紫菜是塑
料做的’等不实内容，已发现
有十几个版本，目前还在拍
摄上传，严重误导消费者，造
成消费者恐慌，社会影响恶
劣。”此后，晋江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也迅速组织开展紫菜
专项检查，通过现场检查，均
未发现企业掺杂使用塑料或
是塑料制品的现象。

匿名电话 要价数万
多名紫菜企业主告诉记

者，在此期间，曾有陌生人士
打匿名电话，称“要将数万元
不等的酬金转到指定账号，
否则继续上传视频”。

据了解，目前，相关企业、
经销商和超市已向公安机关报
案。据福建省水产加工流通协
会的报告称，受谣言的影响，该
省紫菜产业保守估计损失将达
到数千万元甚至上亿元。

即使抛开相关专家的观
点和试验结果，仅从常识出
发，都能找到谣言的漏洞。”
一位网友表示。

晋江市食品行业协会负
责人建议，可以在晋江组建一
所国家级食品安全检测机构，
以增强企业应对各种市场风
险的能力。“今后再出现此类
造谣事件，检测机构可以马上
进行检测，以减少企业损失”。

网传塑料做紫菜
企业重伤超想象

多家紫菜企业称曾遭匿名电话“勒索”
相关企业、经销商、超市已报案

紫菜是怎么
被“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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