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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大楼一楼北侧（钟楼广场东侧）
18912270383 13057019586家乐中介

北濠桥新村（实小学区房）5/6 2/1 60.5m2 MBRK 装潢 119.8万
德民花苑 1/车 3/2/2 129m2+21m2 (车库) 装潢 222万
易家桥新村 5/楼中楼 2-1/3-2 135m2+80m2+车库10m2 精装 226万
时代悦城 9/电 3/2 115m2+车位 精装 位置佳 296万
保利香槟国际 31/电 3/2 137m2车位1个 美式经典装修 330万（净）
城市之光 14/184/2/2 142m2装潢 338万（净）
健康公寓（二附启秀学区）4/6 3/2 139.52m2+16.28m2（车库）装潢 490万
名都广场（二附启秀学区房）11/电 4/2/2 175m2 精装潢 480万

久和中介 天安中介 江景苑菜市场南门
85595336 13390945336

名都广场 5/18三室阳光厅 165m2 精装 空学位 479万
圆融公馆 12/电四室阳光厅 187m2精装未住 含汽车位1个 第一排 景观房 学区房650万
恒基花苑 4/6 三室二厅 138.5m2实际面积150m2南车库37m2豪装中央空调地暖 325万
文峰花苑 5/6 三室一厅 80m2 车库15m2 中装 三学区房 空学位 275万
江景苑 1/18 三室阳光厅 125m2车库11m2毛坯 有钥匙 超低价 阳光充足 210万
天安花园 4/6 三室阳光厅 135m2地下车库18m2豪装 景观房 空学位 365万
新桃园 2/6 三室一厅 107m2 新精装 空学位 255万

银河中介 城隍庙濠东小苑往南60米北园新村3幢18号店面房
13862968413 15950810928

滨江花园86/132m2 4/4 精装 车18m2 360万
青年西路12号 53m2 5楼 简装 启秀 121.8万
跃龙公寓163m2 中层 3-2 中装 458万
新城小区 9/18 143m2 3-2-1 精装 车库15m2 450万
黎明花园 4/4 82.5/122.6m2 精装 南车库24m2 268.8万
新建新村 5/5 65m2 2-1 简装 空学位 128万
中海碧林湾 中层 97m2 毛坯 有车位 198万

桐墅湾21/22层2室2厅98m2 品牌精装【三中空学位】 330万
中海铂樾府11/16层4室2厅3卫175m2品牌精装【楼王】650万
白家园3/6层2室半72.5m2简装【二附启秀空学区房】275万净
东景国际12/20层66m2新品牌精装两层实际面积120m2 78万
和兴花苑3/6层2室1厅83.5m2精装双阳台车库7.5m2 318万
文峰北苑5/6层3室南双阳台121m2精装车库12m2 339.8万
富贵园3-4层4室2厅2卫199m2豪华装潢二附学区房 580万
中南锡悦5/电2室2厅90.19m2第一排开发商精装 188万

城南小学对面
15962750368 15950810021梦路中介天苑中介 文峰路15号文峰桥北首

15862825879 无忧谷房产
未来锦城 16F 117m2 3-2-1 精装满五 209万
林肯公园 2XF 114m2 3-2-2 精装+车位 208万
新海通 4F/8F 163.44m2 有车位 480万
学士府 2F 138m2 3-2-1 毛坯+9m2车位 288万
湾子头车库店面 1F 27m2 有独立水电卫生间 68万
先锋工厂 20亩 7000m2 土地房产有证 2800万
金泰大厦 20-25F 500m2-1000m2 11000元/m2

北街口人民中路 44m2 3F 三中学区 140万

银花苑3/车 3-L 127m2 车9m2 中等装修 城中三中空学位 366万
方大花苑2/6 3-1 89m2 精装 全天阳光 168万
城南新村4/车 2-1 74m2 车8m2 精装 148万
段家坝3/6 3-1 85m2 简装 138.8万
光明东村6/7 2-2 77.5m2 精装 启秀空学位 150万（净）
裕丰大厦X/电 3-2 156m2 南北通透 装修 358.8万
裕丰大厦X/电 3-1 123m2 南北通透 精装 328万
光明东村3/6 3-1 73m2 装修 启秀空学位 155万

二附启秀双学区房：名郡广场1Ｘ/18楼 建186m2精装 470万
城中 三中双学区房：濠南路5/5楼 上50/下79m2 精装很好 有合用车库 空学位 280万
二附启秀双学区房：白家园5楼建66m2 现代装修空学位 265万
城中三中双学区房：文峰花苑6/6楼 建75m2 简装小孩上4年级 230万
学士府中上层/电梯建109m2+10m2车库 毛坯 225万
家和花苑5/车库 建120m2+15m2车库 中装 192.8万
朝晖一附启秀双学区房：光明南村4/6楼 建48.6m2 小孩上初一毛坯 130万净无大税

莘园路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东侧
85113759 15051270211

《江海晚报》
二手房广告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广告投放热线：68218965

中天福邸3-3号
18912291839 85532728

食品浪费的标准怎么认定？

袁杰介绍，反食品浪费法草
案以餐饮环节为切入点，聚焦食
品消费、销售环节反浪费、促节
约、严管控。

草案明确，食品浪费，是指对可
安全食用或者饮用的食物未能按照
其功能目的利用。那么，一些商家
以“最大蛋糕”“最大火锅”为噱头开
展的商业营销活动，以及用食物作
为原材料进行的艺术创作活动等，
是否属于食品浪费？

中国政法大学地方财政金融与
农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李蕊表示，
此处规定的立法本意，是保障食品
的价值与效用充分发挥，减少在食
品生产、加工、流通以及消费等各个
环节、各个领域的不必要损耗。“但
是，还应考虑到食品除具有食用、饮
用功能，还可以作为艺术表达、创作
的载体等。我认为，只要不是最终

‘丢弃’，就不应纳入‘浪费’的范
畴。”她说。

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中国法
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秘书长王敬波
也表示，不论上述活动对食物本身
的功能进行了怎样的延伸、超越，根
本上不能违背反食物浪费的主旨。

商家的点菜“套路”可能不灵了

菜单上不提示菜量规格，问
服务员也含糊其词；点的菜超量
了，商家也不提醒甚至故意误导消
费者……针对这些餐饮服务提供者
的“套路”，草案明确了相应措施。

比如，在醒目位置张贴或者摆
放反食品浪费标识或者由服务人员

提示说明，引导消费者按需适量点
餐；提供小份餐等不同规格选择等。

草案规定，餐饮服务提供者诱
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造成明显
浪费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商务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
的，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
款。食品、餐饮行业应加强行业自
律，依法制定、实施反食品浪费等相
关团体标准和行业自律规范。

李蕊表示，餐饮浪费在食品浪
费的各环节中占据较大比重，草案
的这些措施在餐饮服务提供者的义
务和责任的设定方面具有较好操作
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制约食
品浪费的作用。

王敬波认为，餐饮服务提供者
作为市场主体存在利益驱动，立法
一方面要对小份餐的规格、标识提
醒的设置等设定明晰的强制标准，
作为监管处罚的依据；另一方面，对
商家的诱导、误导等比较难以判断
的行为，应进一步完善界定标准，使
执法更加容易。

点餐浪费或将收取垃圾处理费

点了一桌菜，剩了一大半，结果
全倒掉？这种情况以后要注意了。
反食品浪费法草案规定，餐饮服务
提供者可以对造成明显浪费的消费
者收取处理厨余垃圾的相应费用。

王敬波表示，收取厨余垃圾处
理费是一种抑制消费者浪费现象的
手段，但在实际操作中，是定量收取
还是定额收取、是否需要划分阶梯
额度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细化。

李蕊建议，消费端的食物浪费

问题，可遵循分步骤审慎推进原
则。初期更宜采用激励性措施，例
如规定餐饮服务者可以对实现“光
盘”的消费者予以适当奖励等；下一
步则要改革垃圾处理收费计量标
准，从“定额制”垃圾处理转向“从量
制”垃圾处理，让垃圾制造者为自己
的垃圾“买单”；未来条件成熟时，再
考虑逐渐推进餐饮等公共领域的餐
厨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在立法层面，需要明确界定厨
余垃圾处理费用的收取条件、标准
等，注意保障消费者权益。”李蕊说。

商家可技术分析消费者需求

近年来，大数据技术广泛运用
于餐饮行业。草案规定，餐饮服务
提供者可以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分析
研判消费者用餐需求，通过建设或
者共享中央厨房、配送中心等措施，
对食品采购、运输、储存等进行科学
管理，防止和减少浪费。

但是，大数据技术在给人们点
餐带来便利的同时，是否会带来个
人信息泄露的风险？

王敬波认为，允许商家利用大
数据分析研判消费者的用餐需求，
需要有充分的信息安全保障措施作
为配套，比如对一些敏感信息等进
行移除、遮蔽等技术处理。制度设
计上要进一步明确，商家不得收集
敏感个人信息，且负有对消费者个
人信息安全保护的职责。

李蕊建议，要严格限制商家向
第三人提供信息，对消费者的个人
信息要进行匿名化处理。对于违规
餐饮服务提供者，应严格处罚。

新华社记者白阳 任沁沁

片面追求“上档次”，用餐“只点贵的，不选对的”；剩饭剩菜不打包；自助餐
消费时超量取餐……为治理“舌尖上的浪费”，反食品浪费要立法了——

商家的点菜“套路”或将失灵
近年来，餐饮浪费问题引

发社会广泛关注。22 日，反食
品浪费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
议，为治理“舌尖上的浪费”建
章立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主任袁杰
表示，制定反食品浪费法，将近
年来我国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政
策措施上升为法律规定，明确
各相关主体的责任，有利于建
立长效机制，发挥法律的引领
和规范作用，为全社会确立餐
饮消费、日常食品消费的基本
行为准则。

“舌尖上的浪费” 新华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3 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23日就《中国居民
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
年）》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根据
报告，我国成人平均身高继续增
长，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水平持
续改善。与此同时，我国居民超
重肥胖形势严峻，城乡各年龄段
居民超重肥胖率持续上升。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李斌在发布会上说，我国18-44
岁男性和女性平均身高分别为
169.7厘米和158厘米，与2015
年发布数据结果相比分别增加
1.2厘米和0.8厘米。

根据报告，我国18岁及以上

居民男性和女性的平均体重分别为
69.6千克和59千克，与2015年发
布结果相比分别增加3.4千克和1.7
千克。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癌症中
心主任赫捷说，我国癌症五年生存
率在近十年来已经从30.9%上升到
40.5%。我国已采取扩大癌症筛查
覆盖范围、积极探索推广筛查适宜
技术等措施助力提高癌症生存率。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局长常继乐
说，我国居民心理行为问题和精神
障碍人群逐渐增加，民众心理健康
问题日益凸显。根据2019年数据
显示，我国抑郁症患病率为2.1%，
焦虑障碍患病率为4.98%。陈聪

据新华社西安 12 月 23 日
电 在2000多年前，大规模的兵
马俑是以何种方式组织制造的？
最新研究结果表明，正是以原材
料集中供应、多个作坊独立生产
的方式，汇集了古代工匠雕刻、制
陶、彩绘等多种技艺，终成秦始皇
陵庞大的地下军阵。

由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英国
伦敦大学组成的专家团队，通过
采集兵马俑、陶砖、夯土与青铜
水禽陶芯的残块，对其原材料产
地与制作工艺进行研究，发现秦
俑及相关陶土制品的原材料可
能来自同一个供应中心；不同的
工匠团队组成独立的作坊式生产
单元，各自负责陶俑、陶砖、青铜
陶范等某一具体门类陶土制品的
生产。

随后，研究人员又采用了
对文物藏品原位无损的检测方
法——便携X射线荧光光谱分
析法，对文物陶土的化学成分进
行分析。此次研究的对象主要为
秦俑一号坑修复区内铠甲武士
俑、铠甲军吏俑、陶马等28件藏
品。在这些藏品中，有18件带有
陶文，多为“咸阳”或“宫”字样。

目前，秦始皇帝陵已发现陶

俑、陶马约8000件。此前，有研究
者认为，如此大规模的兵马俑制造，
是采用模块化的生产方式：不同工
匠分工制作陶俑的头、躯干、四肢等
部位，然后再按不同类型的陶俑进
行组装。

在陶俑、陶马的隐蔽处戳印或刻
写地名或陶工名，是当时器物制作的
通行做法，这是始自春秋时期“物勒
工名”制度到秦时的延续，也是中国
古代特有的产品质量追溯体系。

在目前已清理和修复的兵马俑
中，已发现上百个带有“宫”字和数
十个带有“咸阳”字样的陶俑。其
中，“宫”说明制作陶俑的工匠来自
官府制陶作坊，“咸阳”则表示工匠
来自秦时的咸阳地区，这两类陶俑
的艺术风格也略有区别。秦始皇帝
陵博物院研究员李秀珍说：“带有

‘宫’字的陶俑‘国字脸’比例高，面
部炯炯有神，看上去更加雄壮威武，
其做工也更精细。”

“兵马俑之所以震撼和迷人，是
因为每座陶俑都蕴含着2000多年
前的技术、艺术和社会组织等诸多
信息。”李秀珍说，“这次研究结果表
明，秦帝国如此大规模的陶制雕塑，
是通过小作坊进行产品生产和控制
管理的。” 杨一苗 韩啸

我国成人平均身高继续增长
18-44岁男性和女性平均身高

分别为169.7厘米和158厘米

最新研究发现

“小作坊”成就秦陵地下军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