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热线

2020·8·19 星期三 本版主编 孙铮 编辑 杨镭 版式 倪海连

A10旅游·体彩 15504501528

寻人启事
寻找张钧，现本人赵

小 红 ，身 份 证 号 ：
230107197501300621，
因 房 屋 产 权 证 号
00041604的动迁事宜现
登报急寻张钧，望见报速
与本人联系。
联系电话13234951166

2020年8月18日

减资公告
哈尔滨金刚渴乐健康科技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2301025719466177 ，经股东会
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200万元。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债权人
有权要求本公司清算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

特此公告
哈尔滨金刚渴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9日

分类广告

中缝声明

企业招聘

QQ/微信:80451

业务办理电话:

15504651777
89682777

体育彩票
黑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协办

竞文
北京时间20日凌晨将进行

欧冠半决赛第二场比赛。里昂虽
然在1/4决赛中爆冷淘汰曼城，
但面对刚刚8比2狂胜巴萨的拜
仁，恐怕难有还手之力。

里昂 VS 拜仁
比赛时间：20日3:00

欧冠第二场半决赛在里斯本
的阿尔瓦拉德球场进行，4天前里
昂在这里爆冷以3比1淘汰夺冠
大热曼城，其硬朗的逼抢以及众
志成城的防守，让变阵自毁武功
的曼城并无得到太多机会，再凭
着高质量的反击战而胜之，昂首
晋级四强，追平他们在2009/10
赛季的欧冠四强最佳成绩。德佩
在本届赛事至今已经打入6球，
连续两场淘汰赛取得首发的埃坎
比，将与德佩继续在锋线搭档，里
昂目前人员齐整，没有伤兵。

拜仁上轮8比2屠杀巴塞罗
那震惊世界，已经豪取19连胜，
弗里克带队至今的成绩甚至超过
了海因克斯和瓜迪奥拉。佩里西
奇与科曼谁取得首发，会是球队
阵容的唯一变数，帕瓦尔预计还
未能复出，基米希还将在右后卫

位置上。莱万上轮打进一球，本
赛季欧冠已打进14球，基本上稳
拿赛事最佳射手，并有机会冲击
C罗单赛季17球的欧冠进球纪
录。

里昂上一次打进欧冠四强的
09/10赛季，他们半决赛的对手
正是拜仁，当时里昂主客两回合
被拜仁双杀无缘决赛。以目前拜
仁的状态，里昂恐怕仍难抵挡。

弗拉门戈 VS 格雷米奥
比赛时间：20日6:15

开局两连败的弗拉门戈遭遇
到巨大压力，好在周中球队众志
成城小胜升班马科里蒂巴，主教
练多梅内克?托伦特表示“这才是
熟悉的弗拉门戈”，从过程来看弗
拉门戈确实有了进步，但是离上
赛季的巅峰状态显然还有差距。

周中面对格雷米奥，将是弗
拉门戈在巴甲新赛季开赛以来遇
到的最强对手。格雷米奥前3轮
取得1胜2平保持不败，综合实力
位居前四，一直是巴甲技术流代
表，攻防能力非常平衡。弗拉门
戈两大射手巴博萨和恩里克?布
鲁诺目前还没有找到感觉，卫冕
冠军的进球能力还不足够。v

竞彩重量级 里昂难挡强势拜仁

生活报讯 17日，大乐透第20077
期开出号码“17、23、28、29、32+01、
03”。本期全国销量为2.7亿元，为国家
筹集彩票公益金9740万元。

本期大乐透，全国范围内一等奖空
开。二等奖开出65注，单注奖金21.32
万元。其中22注为追加投注，每注多
得奖金17.06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
注总奖金为38.38万元。

固定奖方面，本期三等奖开出190
注，单注奖金为10000元；四等奖开出
404注，单注奖金为3000元；五等奖开
出12790注，单注奖金为300元；六等
奖开出12867注，单注奖金为200元；
七等奖开出32201注，单注奖金为100
元；八等奖开出561375注，单注奖金为
15元；九等奖开出6269837注，单注奖
金为5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8.9亿
元滚存至 8月 19日（周三）开奖的第
20078期。

大乐透头奖空开
二等奖开出65注

出发日期：预计9月12日
价格：3480元起
咨 询 电 话 ： 18804636573 （ 同 微 信 ）、

18604505999、18645116842
报名时间：周一至周五工作时间均可
缴费方式：现金、微信、支付宝均可
报名地址：道里区经纬街3号生活报旅游服务中心

生活报记者带队生活报记者带队 吃遍两省美食吃遍两省美食 畅玩畅玩1919大精华景点大精华景点

夕阳红专列夕阳红专列川陕川陕 1515日游日游
今今起报名啦起报名啦
前前100100位生活报读者再送位生活报读者再送1122项专享礼包项专享礼包

秋高气爽，去领略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可好？近日，生活报联手旅行社推出今年
首趟夕阳红专列——“四川、陕西15日游”预计9月12日出发。本次行程由生活报记
者全程带队，陪大家走遍19个经典景区，逛遍四川、陕西美景，吃遍西安、成都美食。

值得一提的是，即日起报名的读者都将获得一份专享大礼包，而通过生活报报
名的前100位读者，每人还将额外获得一份价值800余元的爱心礼包哦。

15天时间，旅程会不会太累？大家
可以放心，本次专列主要服务于中老年
群体，我们将整个旅程节奏设计得十分
舒缓，出行时间为大家调整成“夕发朝
至”，充分保证大家的睡眠质量。本次
专列设有空调，软卧、硬卧随意挑选。

专列游还配备了优秀领队，全程为
大家提供管家式服务。如果在旅途中感
到不适，可随时与领队沟通。另外，本次
旅程会为大家送上了旅行社责任险、个
人意外险，让大家的玩得省心又放心，无
后顾之忧。

边睡边赶路 15天旅程一点都不累

本次旅程，从成都、都江堰、九寨
沟、乐山大佛、峨嵋山、熊猫基地、武侯
祠、锦里，到黄帝陵、壶口瀑布、西安兵
马俑、华清池、大雁塔、钟鼓楼、回民街，
网罗19个经典景区、8大5A级景点。

玩的地方虽多，但时间并不仓促，深
度游是本次行程的中心思想，每一处景
点绝不走马观花，而是让大家尽情欣赏
与拍照。我们敢说，15天里一定精彩不
断。

玩遍19个经典景区

美景有了，美食自然不能少。四川
和陕西作为蜀味与面食的天堂，好吃的
简直多到数不清。

此次行程中，大家绝对能大饱口

福。从川味火锅、峨嵋九大碗、特色柴火
鸡，到凉皮、锅盔辣子夹馍、羊肉泡馍，可
以说横扫了四川、陕西两省的珍馐美味，
让人回味无穷。

横扫“川陕”两省美食

吃、玩、行已敲定，赶快打电话
报名吧！即日起报名将获得旅游
礼包，包含：品尝藏族土火锅；看藏
族歌舞表演；品尝川味火锅；看川
剧变脸表演；集体合照一张；人身
意外保险；每人一袋川味火锅底
料；每人一袋郫县豆瓣酱；防疫三
宝；每人每天一瓶矿泉水；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皮影一个。

本次专列活动还得到哈尔滨
圣安口腔大力支持，通过生活报报
名的前100位读者，每人将额外获

得一份总价值800余元的“生活报
爱心礼包”，包括定制的洗漱包、名
牌牙膏、牙刷、牙线、消毒液等，还
有圣安口腔医院口腔免费检测礼
券。

同时，为做到真正的安心游，
我们特推出了四项防疫措施：对
专列车体进行消毒杀菌；配备随
团保健医生细心呵护；准备“应急
防疫包”，提供口罩、消毒湿巾等
防护用品；全体游客持“健康码”
绿色出行，且中途不上下乘客。

前100名报名读者可得12项专项好礼

报
名

看
这
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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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孙海颖）18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2020年第八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黑龙江嘉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黑龙江盛基鼎全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哈尔滨壹彤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等共计137家企业在列。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第八批失信执行人名单
序号 名称 执行法院 案由
1 牡丹江市盛景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 追偿权纠纷
2 黑龙江裕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 追偿权纠纷
3 鸡西市健鑫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 追偿权纠纷
4 牡丹江中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 追偿权纠纷
5 黑龙江凝蔻科技有限公司 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 劳动争议
6 黑龙江氏乐邦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 劳动争议
7 黑龙江国色广告有限公司 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 合同纠纷
8 绥化鑫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9 绥化福有商贸有限公司 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10 哈尔滨裕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法院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11 鸡西万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 合同纠纷
12 鹤岗市金泰房屋置业担保有限公司 宝泉岭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13 哈尔滨龙跃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沿江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14 哈尔滨胖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沿江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15 哈尔滨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沿江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6 黑龙江宏志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诺敏河人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17 哈尔滨北大荒豆制品有限公司 绥北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18 哈尔滨好博药业有限公司 绥北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19 北大荒韩美食品有限公司 绥北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20 肇东北大荒富民食品有限公司 绥北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21 大庆市金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绥北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22 哈尔滨航天模夹具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23 哈尔滨哈飞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24 黑龙江嘉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5 哈尔滨哈亿融投资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26 哈尔滨四季达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27 哈尔滨工业大学高新技术开发总公司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28 哈尔滨通成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29 哈尔滨市华泓有色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30 哈尔滨工大高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31 哈尔滨工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3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33 大庆市李氏纸业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34 大庆市工商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35 黑龙江省卓信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36 哈尔滨市和信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37 黑龙江正阳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38 绥棱县龙安劳务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39 哈尔滨和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40 哈尔滨宝洲贸易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41 哈尔滨荣合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42 哈尔滨英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43 哈尔滨太平湖温泉旅游度假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44 黑龙江秀泽林业发展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45 哈尔滨市东实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46 黑龙江北燕养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47 哈尔滨润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48 哈尔滨龙门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49 黑龙江盛基鼎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追偿权纠纷
50 黑龙江东方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51 黑龙江翼天鲜极递科技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52 黑龙江鼎盛东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侵权责任纠纷
53 黑龙江新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54 哈尔滨远洋油泵制造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55 哈尔滨市宏业家俱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56 哈尔滨市启运木制品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57 哈尔滨乐水文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58 哈尔滨真诚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委托合同纠纷
59 哈尔滨壹彤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60 哈尔滨龙达诚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61 哈尔滨科迪亚商贸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62 哈尔滨卓恩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63 黑龙江集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64 哈尔滨永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
65 哈尔滨善水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66 哈尔滨万事达钢结构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劳务合同纠纷
67 哈尔滨肥黄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68 黑龙江省垠盛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69 哈尔滨滨成铝塑门窗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70 黑龙江禾木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71 哈尔滨市益川物流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保险纠纷
72 哈尔滨京智个性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73 鸡东县金场沟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74 黑龙江那氏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75 肇东市汇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76 黑龙江嘉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77 哈尔滨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78 哈尔滨百达运通运输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平房区人民法院 民间借贷纠纷
79 哈尔滨市海之门容器制造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80 哈尔滨市春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法院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81 黑龙江农垦秀丽道路运输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法院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82 哈尔滨新征程农业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83 哈尔滨仁皇药业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84 哈尔滨宝泰市政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85 哈尔滨大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宾县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86 依兰县双丰粮食贸易有限公司 依兰县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87 黑龙江省晟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双城区人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88 哈尔滨市乾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双城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89 哈尔滨新阳农副产品加工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双城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90 尚志市龙江客运有限公司 尚志市人民法院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91 哈尔滨昌隆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通河县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92 哈尔滨庆宇米业有限公司 通河县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93 延寿县金龙针织有限公司 延寿县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94 齐齐哈尔市第五百货有限公司 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95 黑龙江省鑫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
96 齐齐哈尔鹤翔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 劳务合同纠纷
97 齐齐哈尔新翰置业有限公司 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98 哈尔滨富富科技有限公司讷河分公司 讷河市人民法院 劳务合同纠纷
99 黑龙江港进置业有限公司 泰来县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00 泰来县金硕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泰来县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101 黑龙江乌裕尔民族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富裕县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02 黑龙江鑫源建筑有限公司 鸡西市鸡冠区人民法院 劳务合同纠纷
103 黑龙江天顺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密山市人民法院 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
104 密山市京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密山市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05 双鸭山筑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双鸭山市尖山区人民法院 财产损害纠纷
106 双鸭山市鑫业商贸有限公司 双鸭山市尖山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107 集贤县天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集贤县人民法院 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
108 大庆凯实利机械设备经销有限公司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侵权
109 大庆中丹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110 大庆市众兴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111 大庆国利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112 友谊县鼎丰农资有限公司 桦川县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113 汤原县富民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 汤原县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114 绥芬河市勃源进出口有限公司 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115 宁安市江南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116 黑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 民间借贷纠纷
117 牡丹江市中原物资有限公司 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 民间借贷纠纷
118 黑龙江飞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119 牡丹江丰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20 牡丹江市英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21 牡丹江中博凯业劳务有限公司 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122 牡丹江均胜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 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123 黑龙江缔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24 牡丹江市龙丰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125 穆棱市龙庆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126 宁安市盛源建材有限公司 宁安市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27 宁安市安暖建材有限公司 宁安市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28 大庆市庆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安市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29 黑龙江省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林市人民法院 租赁合同纠纷
130 黑龙江颐稼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东宁县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31 肇东市兴利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肇东市人民法院 劳动合同纠纷
132 黑龙江省中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庆安县人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133 庆安县合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庆安县人民法院 租赁合同纠纷
134 庆安县恒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庆安县人民法院 租赁合同纠纷
135 黑龙江大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安市人民法院 定金合同纠纷
136 北安市新天然经贸有限公司 北安市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137 孙吴县德林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孙吴县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全麦面包须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全麦面包须100100%%全麦全麦记者走访发现记者走访发现：：

1313款款““全麦面全麦面包包””仅仅55款款““真全麦真全麦””
桃李桃李、、义利等义利等44款以小麦粉为主料添加部分全麦粉款以小麦粉为主料添加部分全麦粉

据《新京报》报道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官方微信近日发文提醒，真正的全麦面包必须是100%全
麦。记者近期对市场上销售的10个品牌13款标称“全麦”的面包进行调查发现，仅5款符合“真全麦”
标准；4款以全麦粉为主料，但添加了小麦粉成分；桃李、义利、天津贝儿食品科技公司旗下的4款所谓
的“全麦面包”实则以小麦粉为主料。

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国内尚未出台全麦面包标准，产品中只要含有全麦成分都被称为了“全麦面
包”。但“部分添加全麦”的全麦面包与消费者的健康认知及减脂或营养需求存在差异，因此建议尽快
出台相关标准，对全麦声称或含量进行规范，以保障消费者知情权。

“全麦面包用全麦粉制作而成，包含了麦子
的麸皮、胚芽及胚乳部分，但市面上卖的一些所
谓全麦面包配料表第一位不是全麦粉，而是小麦
粉。”上海市市场监管局近日提示：“真正的全麦
面包没有小麦粉，必须是100%全麦，且配料表中
第一位是全麦粉，其次是水和其他。”

以此为依据，记者近期对10个品牌的13款
有“全麦”声称的面包进行统计发现，仅5款产品
符合“真全麦”标准，分别是曼可顿高纤维全麦特
选切片面包、曼可顿超醇全麦切片面包、宾堡自
然全麦切片面包、怡锦春全麦原味吐司、七年五
季黑麦全麦面包，这些产品配料表里无小麦粉或
含小麦的预拌粉成分，且全麦粉在配料表中排第
一位。其余8款产品，或是配料表中全麦粉虽位
列第一位，但同时添加了小麦粉或含有小麦粉的
预拌粉成分；或是虽然标称“全麦面包”，但配料
表中排在第一位的为小麦粉，全麦粉位列第二或
第三位。这些产品中所含的全麦比例不尽相同，
曼可顿强化营养全麦面包及义利、天津贝儿、怡
锦春、苏州稻香村相关产品则未标注或未明确标

注全麦添加比例。
国标《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规定，各种配料

应按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一一
排列，加入量不超过2%的配料可不按递减顺序
排列。排在配料表首位的一般来说是食品原料
中含量最多的，由此可以大致判断出全麦成分在
上述13款面包中的添加比重。

此外，记者又走访和采访了多家烘焙门店，
其中好利来门店所售全麦切片配料表中排在第
一位的是小麦粉，全麦粉含量标注为≥10%；面
包新语、味多美门店所售全麦吐司或面包产品均
未标注全麦含量。

资料显示，全麦粉中的麸皮膳食纤维含量较
高，可增加饱腹感；胚芽富含维生素B、维生素E
等成分，通常被萃取出添加到其他食品或药品
中。而人们通常食用的小麦粉，即精制白面粉，
已经去掉了麸皮和胚芽成分。许多购买全麦面
包的消费者都冲着“饱腹感”“无油无糖”“减脂”

“健康”等概念而来，产品是否为“真全麦”成为最
受关注的问题。

部分“全麦面包”以小麦粉为主料

“我们的全麦面包不是
100%全麦做的，如果都是全
麦根本咽不下去”，对旗下标
称全麦面包添加小麦粉等问
题，桃李面包官方客服解释
称，其上述产品配料表中排
在第一位的小麦粉就是面
粉，尽管只是添加了部分全
麦粉，但热量也比普通面包
少很多。

天津一家食品加工企业
负责人孔先生表示：“全麦粉
与小麦粉的区别在于是否含
有麸皮和胚芽。目前全麦面
包还没有专门的执行标准，
只要产品中有全麦粉成分就
可以称为全麦面包，对含量
没有具体要求。”

记者发现，上述 13 款
“全麦面包”大多执行的是国
家推荐标准《面包》（GB/
T20981-2007），该标准仅
对软式、硬式、起酥、调理等
面包品类的形态、色泽、组
织、口感、理化等指标进行规
定，没有对全麦等成分的添
加比例作出具体限量。

就全麦粉原料而言，根
据原国家粮食局2015年7月
发布的《全麦粉》标准（LS/
T3244-2015），全麦粉是指
以整粒小麦为原料，经制粉
工艺制成的，且小麦胚乳、胚
芽与麸皮的相对比例与天然
完整颖果基本一致的小麦全
粉。参照此标准，市面上所
售全麦粉原料主要分为两
种：一种是整粒研磨的全麦
粉，另一种是按照小麦籽粒
麸皮、胚芽及胚乳比例添加
的复配制粉。

记者注意到，以上两种
全麦粉在面包产品中均有所
应用，比如曼可顿高纤维全
麦面包、宾堡自然全麦面包
使用的均是复配全麦粉。

一位大型连锁烘焙企业
负责人表示，目前市面上所售
的全麦面包，使用复配全麦粉
或“小麦粉+全麦粉”为原料的
相对较多，尤其是连锁烘焙品
牌。“全麦粉口感粗糙，多是一
些有个性的烘焙店或烘焙品
牌用100%全麦粉做面包。”

尚无行业标准可依尚无行业标准可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