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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火锅”走俏更需抓紧建立标准
杨京
只需倒入冷水稍等片刻，就可享用一
顿热气腾腾的火锅，方便火锅成了今年以
来的速食新宠。 据媒体报道，方便火锅市
场目前已有数百个品牌涌入。 其中，既有
海底捞、德庄等传统火锅品牌，也有不少
休闲食品品牌也开始进驻。
所谓“方便火锅”，简单来说就是一种
自热食品。它在加工方式上比传统火锅更
加方便快捷，堪称“懒人福音”。 而在菜品
丰富程度和口味上，又比方便面之类的方
便食品占优势。考虑到如今快节奏的生活
方式，方便火锅刚一问世便成“风口”，应
是情理之中。
有报道称， 类似产品的利润率高达

100%左右。 虽然初看起来令人咋舌，但对
这样的新兴市场来说，在高企的利润率吸
引多方商家入场竞逐之后，总会有回归正
常的时候。 这是市场调节的必然过程，是
“无形的手”起作用的结果。
与高额利润相比， 更值得引起重视
的， 是相关的产品标准存在缺失的问题。
这不仅无法靠市场自由调节解决，而且还
可能引发更多的问题。
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的2016年版《食
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中，只包括方便面
和方便米饭一类的食品，暂未收录方便火
锅类的相关产品。这意味着方便火锅虽然
发展迅速，但并没有明确的产品标准。

因为其产品特性，方便火锅所使用的
食材品类更多更杂，往往需要更细致和严
格的标准。 与此同时，因其“加水自热”的
卖点，如果对其所配置的“自热包”没有明
确标准和规范，潜在的安全风险也是客观
存在的。
方便火锅兴起的时间不长，管理方面
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滞后或许可以理解。 但
当行业已现“野蛮生长”之势，各种问题开
始逐渐浮出水面时，及时的反应和行动是
不可或缺的，这也是对行业发展和消费者
负责的态度。
推而广之，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如
今各种新产品、新业态的涌现速度也越来

越快。 之前的网约车，后来的共享单车，再
到报道中的方便火锅， 莫不是要经历从
“野蛮生长”到“规范发展”的过程。
要平稳完成这样的过程，既需要商家
的自律自觉，更有赖于相关标准和规范的
建立健全。 在这一个又一个考验面前，我
们期待管理部门的前瞻性能够再强一点，
动作能再快一点，消费者的利益也才更有
保障一些。

扫码关注
武汉晚报评论公众号

有啥说啥

画中有话

“共享经济不仅仅与技术相关，它还
关乎人类共同命运，关乎可持续发展。 以
此为契机，在绿色城市、智慧城市、下一
代万物互联网等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我
们可以在生活、 居住等诸多领域进行更
多的尝试。 ”
—ofo小黄车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
戴威在《人民日报》撰文

规范家长群
每个中小学生家长的手机里，或多或
少都有几个家校联系微信群。 近日，山东
潍坊市教育局发布通知，划出了学生家长
群管理的“底线”。 如不得在班级群组中通
报点名、批评学生、公布成绩或排名；不得
通过互联网群组织家长和学生参加网络
投票、积赞、发红包等；不得通过群组发布
涉及学生、家长隐私的信息等。

“在欧洲、美国或者日本，他们鼓励
生小孩的政策力度是非常大的。 我们该
采取什么样的激励措施？ 包括生小孩给
她一年或者半年的有薪假期， 她的丈夫
也享受有薪假期，以及免税额等等，国外
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 ”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张俊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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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因为童书市场好， 大家都进
来，但一定会有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一
些做得不够好的，慢慢就会消失。 土好才
会长杂草，大家不应该去担心，而是应该
去用心，已经有了这么好的土壤，去种点
好东西。 ”
—童书出版人郝广才
——

老虎“抢镜”折射对马戏监管的缺位
高翔
这几天，不断地有关于马戏团、关于老
虎的新闻出来抢镜。
先是河南南阳一醉酒老汉， 拿钱喂马
戏团的老虎，被咬断两根手指。
其后， 是山西临汾一马戏团正在表演
时，老虎钻出了笼子，抓伤了两名儿童。
最新的是在法国巴黎， 逃出马戏团的
老虎在街头闲逛被击毙， 引发动物保护组
织关注。
马戏， 这是一个逐渐淡出人们视线的
词汇。
在娱乐匮乏时代，逛动物园、看马戏，
往往是孩子们的最爱，中外皆然。
随着生活水平的发展， 人们日常娱乐

选项越来越多，尤其是信息时代的来临，马
戏、动物表演的没落，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过去那种马戏进城巡游、万人空巷的场景，
也只能在电影中去回味。
前不久，广州动物园关停曾十分红火、
甚至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埇桥马
戏。尽管这场纠纷目前还在法院的案头，但
也至少宣告了， 马戏在大城市里的生存空
间越来越狭小。
缩减成本、走村串乡，把马戏送到文娱
生活还不是那么丰富的乡村， 成为马戏团
求生存的不二选择。
然而，这也就带来了不小的安全隐患。
缩减成本， 意味着老旧的设备不能及时更

企业500强榜单中，苏宁控股集团
位列第二名。 2017年7月，苏宁控
股集团旗下苏宁云商首次跻身
《财富》的全球财富500强榜单。
张近东深刻感受到肩上的责
任和使命， 他还担任着全国工商
联扶贫工作委员会主任一职，是
电商扶贫的积极倡议者与实践
者。 在他的带领下，苏宁一直立足
产业，积极参与光彩事业、公益慈
善事业、“万企帮万村” 精准扶贫
行动等公益活动。
在全国农村市场， 苏宁已上
线电商精准扶贫频道， 带动回乡
创业就业青年超过1万人，为1500
多万农民提供高效优质服务。 全
渠道实现农产品销售超50亿元，

每个特色馆向全国消费者提供当
地的农副产品、特色工艺品、中华
老字号产品，累计惠及200多万农
民。
张近东认为， 企业家不仅要
创造财富，更要造富于人民，造福
于社会。 截至目前，苏宁集团以及
他个人已累计向公益事业捐赠超
11亿元。
由于在企业经营和社会责任
方面的突出表现， 张近东先生被
中华青年联合会授予“中国青年
五四奖章”、被中华慈善总会授予
“中国十大公益楷模”、 被中国扶
贫 基 金 会 授 予 “中 国 消 除 贫 困
奖”、被国家民政部授予“中华慈
善奖”。

“生活到现在，还活着的文化只有两
种：方言和美食。 其他的都被定型了或者
是被总结了。 文学、诗歌、戏曲、舞蹈都被
拔高了，是属于另外一拨人的。 我们老百
姓仍在享用的文化只有方言与美食。 ”
—
——《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
投 稿 邮 箱 ：whshu oba@163.com

福彩开奖公告

张近东再次当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11月27日， 在全国工商联十
二届一次执委会议上， 选举产生
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和领导机构，
高云龙当选为第十二届全国工商
联执行委员会主席，张近东、李书
福、李东生、梁稳根、雷军等当选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其中苏宁控
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是第二次当
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且是其中
为数不多的从实体企业向互联网
+转型的企业家。
近年来， 张近东带领苏宁集
团持续探索，实现从+互联网到互
联网+的成功转型，奠定其在智慧
零售领域的领航地位。
如今， 苏宁已经成为中国最
大的商业零售企业， 在2017民营

“我们并不反对人们用手机来拍照，
我们甚至鼓励他们用手机拍照。 每个人
都有分享自己作品的愿望， 人们会越来
越希望拍出更好的作品， 最后会不满足
手机，进而购买我们专业的数码相机。 ”
—佳能中国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
官小泽秀树

换。 人手裁减， 导致安全防护人员严重缺
乏。
马戏团里的动物，为了追求演出效果，
多为猛兽，一旦出笼，周围的民众就处于十
分危险的境地。
马戏下乡， 是马戏人挣扎求存的无奈
之举。 但这也给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提出
了一个新的课题。
敦促前来表演的马戏团加强安全防护
措施，取缔不规范、非法的马戏表演，尽最
大可能避免民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动物的威
胁……这是迎来或者即将迎来马戏的地
方，政府部门必须直面的问题，也是几头老
虎给我们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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