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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度是不
少人喝酒时，最
关注的指标之
一。但是，你真

的了解酒精度吗？
近日，市市场监管局

发布了最新的食品安全抽
检公告。公告涉及糕点、
酒类等 12 类食品 388 批
次样品。其中，在抽检的
21批次酒类样品中，有1
批次样品被检出不合格。
不合格的原因是酒精度不
符合企业产品标准要求。

酒精度为什么会出现
不合格？酒精度越高越容
易喝醉吗？

昨日，重庆市食品药
品检验检测研究院检验员
许晶冰结合此次抽检情
况，对消费者在酒类产品
消费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疑
问进行了解答。

▲

相关新闻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资产招商暨处置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拟对客
户甘庆锋名下债权资产项目进行处置，欢迎投资者
与我行洽谈。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招商项目信
息如下：截止至2019年5月5日，甘庆锋贷款剩余
本金人民币700000元，拖欠利（罚）息约计人民币
262137.58元,合计人民币962137.58元。担保方
式为房产抵押，抵押物位于：①重庆市渝北区龙塔
街道兴盛大道120号天江鼎城博园2幢3-10-2，建
面109.45㎡，住宅。有收购意向者请于2019年8月
15日前与我行联系，意向买家超过两家时我行将采
取公开竞买的方式转让，意向买家仅有一家时我行
将采取协议的方式转让。以上项目详细情况可到
我行签署保密协议后阅卷或与工作人员面谈。联
系人：卓先生 联系方式：67946137 以上信息仅供
参考，我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2019年7月20日
遗失重庆长江轮船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票编
号为02649046（1400元），02649047（300
元）,02649048（42300 元），增值税普票
02567727（10634 元）,02567728（19103.8
元）,02567729（437400.9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悠缘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35563546XF成
立日期2015-09-09）股东决定，本公司拟
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
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
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年7月31日

浮尸辨认通告
长江水域女尸429#身高1.65米黑

色横白条T恤蓝色牛仔裤粉色皮带，男尸
430#身高 1.50 米红色短袖T恤蓝色内
裤，请家属七日内前来认领。

长航公安局重庆分局电话：63770249

注销公告：重庆哲龙实业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04006431091）股东会研究决定，本公
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
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9年 7 月31日

重庆两江新区食味江湖餐饮店遗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卷式）3份，代码
050001800107，号 码 15253909，
15253915，15253920，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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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提示：本版只提供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易前严查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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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租售
现有璧山区青杠镇独院厂房3000多平
米，出让地，专变400KVA，租售两可。
联系人：李老师，13012327283

月老婚介 15周年庆
优男结婚收费其他人5折
63608167 www.023yuelao,com

美的缘 教师主办11年
68067355 也可四海 www.023yuan.com

房讯租售

品牌婚介

注销公告
经神果服饰（重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336386015J）
股东决定同意拟注销本公司，请债权债
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事宜。特此公告。

神果服饰（重庆）有限公司
2019年07月31日

重庆赛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李华军注册监理工程
师注册证书遗失，证书编号 00446364，注册号
50003826，有效期至2022年9月6日，声明作废。 重庆佳硕通讯器材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个体税号500103346049960，声明作废遗失欧怡菲《出生医学证明》编号C50009736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驰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5YWDFW4R）
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的
规定，请相关债权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胜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5YWDQ29H）股
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的规
定，请相关债权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吴强身份证号422623197410232410遗失重庆市渝中区33号和
泓江山国际6栋18-7契税收据0025002金额34271元声明作废

在这次抽检中，重庆紫焰桂花酒厂标称生产的桂
花酒，被检出酒精度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标称36%vol的桂花酒，实测的酒精度却达到了40.0%
vol。

酒精度为什么会出现不合格？要知道答案，首先
要了解清楚什么是酒精度。

酒精度是表示酒中含乙醇的体积百分比，通常是
以20℃时的体积比进行表示。比如，50度的酒，表示
在100毫升的酒中，含有乙醇50毫升（20℃）。

白酒、啤酒、配制酒等多数酒类产品对于酒精度的
要求是误差为±1%vol，但也有少数酒类产品的标准
有特别要求。比如，葡萄酒的相关标准要求葡萄酒的
酒精度不得低于7%vol。

许晶冰分析称，酒精度出现不合格，有多种可能的
原因。主要包括生产企业工艺管控不严，造成产品的
酒精度不稳定；生产企业对于酒精度的检测技术不符
合国家标准，未经蒸馏而测得酒精度，数据不准确；小
作坊以次充好，通过标高酒精度把低度酒当高度酒卖。

记者了解到，紫焰桂花酒是“重庆老字号”，酿酒采
用的贾氏桂花酒传统酿造技艺是“重庆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

这一批次不合格的桂花酒实测酒精度比标称值偏
高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桂花酒是配制酒，在基酒配制过
程中或是添加桂花等原料时，对工艺的控制不严且后
期的检测方法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最终造成产品实
测酒精度与标示酒精度的差异。

此次抽检中，抽样检验项目
合格样品382批次，不合格样品6
批次。其中，糕点26批次，不合格
1批次；酒类21批次，不合格1批
次；粮食加工品25批次，不合格1
批次；食用农产品90批次，不合格
1批次；调味品134批次，不合格1
批次；饮料1批次，不合格1批次；
蔬菜制品41批次、薯类和膨化食
品7批次、水产制品6批次、水果制
品9批次、速冻食品11批次、食用
油、油脂及其制品17批次未检出
不合格样品。

不合格产品情况：
重庆市世兴泽商贸有限公司

万州分公司销售的、标称重庆市
好恭道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
自发小麦粉，经重庆市食品药品
检验检测研究院检验发现，其中
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不符合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规定。重庆市世兴
泽商贸有限公司万州分公司对检
验结果提出异议，并申请复检；经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复检
后，维持初检结论。

重庆市联云食品加工厂标称
生产的蛋糕，菌落总数不符合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重庆市康馨乳业有限公司标
称生产的红枣奶（风味饮料），菌
落总数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规定。

重庆重客隆超市连锁有限责
任公司观音岩连锁店销售的草
鱼，孔雀石绿不符合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规定。

重庆紫焰桂花酒厂标称生产
的桂花酒，酒精度不符合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规定。

重庆市吉客哆食品有限公司
标称生产的红油豆瓣（半固态复
合调味料），二氧化硫残留量不符
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对上述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
产品，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已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
要求，对生产经营企业依法启动查
处工作，同时已采取风险控制措
施，查清产品流向，召回、下架不
合格产品，分析原因并进行整改。

酒精度越高越容易喝醉？
清醒点，别再误会了！

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食品安全抽检公告
抽检12类食品388批次，6批次样品不合格

消费者要多关注酒类产品包装上的信息。

菌落总数超标
这些食品被检出不合格

常言道，酒是陈的香。酒存放得越久真的就越好
喝吗？

“酒的陈酿和存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许晶冰解
释说，“酒是陈的香。”这句话通常是用来说白酒陈酿。
白酒通过自然的窖藏陈酿，白酒里的醛会不断地氧化
为羧酸，羧酸再和酒精酯化，生成具有芳香气味的乙酸
乙酯，使酒质醇厚，产生酒香。

但是，当酒灌入瓶中密封后，就失去了与外部环境
接触的机会。如果酒瓶的密封情况好，酒在瓶中存放
再久，品质也不会发生太大改变。而如果酒瓶的密封
情况不好，酒就会挥发，存放得越久，品质反而越差。

红酒也有最佳的饮用期，不是存放得越久越好。
“82年的拉菲好喝也不是因为存放得久。”许晶冰

表示，不少人认为，“82年的拉菲”是最好喝的葡萄
酒。但是，“82年的拉菲”好喝，并不是因为存放得久，
而是因为那一年的葡萄品质好，所以酿造出来的酒也
自然更好喝。

不少人认为，酒精度越高越容易喝醉。但是也有
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喝两种相同酒精度的酒，有一
种酒比另一种酒更容易喝醉。

酒精度相同，为什么醉人的程度却有区别呢？许
晶冰解释说，酒醉不醉人，一方面跟个人的身体体质有
关，另一方面跟酒的成分有关。

白酒中所含的成分非常复杂，正常工艺发酵的白
酒中，含有乙醇、乙酸、乙酸乙酯、高级醇类物质等。乙
醇含量决定了酒的酒精度，酸和酯类物质决定了白酒
的口感和风味，而一些高级醇类物质的含量则会影响
喝酒后人体的感觉。

在相同的酒精度情况下，除乙醇以外的杂醇类物
质含量越高，喝酒后也可能越容易“上头”。这也就解
释了为什么喝两种相同酒精度的酒，也可能会出现一
种酒比另一种酒更醉人的情况。

如何判断一款白酒是不是纯粮酿造？方法其实很
简单。根据相关标准，酒类产品需要在包装上标明原
料信息。如果使用了食用酒精，也需要在原料信息中
标明。

另外，消费者还可以看白酒的执行标准。一般情
况下，纯粮酿造的白酒采用的是固态法酿造，不同香型
的固态法白酒，执行的标准也不同。常见的有GB/
T10781.1（浓香型）、GB/T10781.2（清香型）、GB/
T26760（酱香型）、GB/T26761（小曲固态法白酒），执
行这些标准生产的白酒，都是纯粮酿造的白酒。

采用固液结合法生产的白酒，是指白酒中一部分
为酒精酒，一部分为粮食酒，常见的执行标准有GB/
T20822。

采用液态法生产的白酒，是指以食用酒精为酒基，
常见的执行标准有GB/T20821。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刘波 实习生 吴旭洋

酒精度为什么会不合格？
企业或对生产工艺把控不严

问题1：
答：

酒精度越高越容易喝醉吗？
杂醇含量越高，越容易“上头”

问题2：
答：

酒存放得越久越好喝吗？
密封存放，品质变化不大

问题3：
答：

如何判断是不是纯粮酿造？
注意看包装上的信息

问题4：
答：

超市里销售的酒类产品种类繁多。

○酒精度是表示酒中含乙醇的体积百分比，通常是
以20℃时的体积比进行表示。

○杂醇类物质含量越高，喝酒后也可能越容易“上
头”。

○“82年的拉菲”好喝，并不是因为存放得久，而是
因为那一年的葡萄品质好。

纯粮酿造白酒
执行标准
GB/T10781.1（浓香型）
GB/T10781.2（清香型）
GB/T26760（酱香型）
GB/T26761（小曲固态法白酒）

非纯粮酿造白酒
执行标准
GB/T20822
GB/T20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