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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成小珍）

近日，有

乘客反映，在乘坐国内航班时感觉到航

空公司提供的餐食内容“缩水”，有的提

供含少量点心和水果的点心餐，有的只

提供小零食。“晚上 6 点多的正餐，就一

小盒饭加一小块蛋糕， 不够吃……”对

此，有航空公司发布公告称，为确保安

全调整客舱服务内容，其中包括餐饮服

务。

旅客：机上正餐不如普通盒饭

市民王女士来自湖南，8 月底，她带

着孩子从广州飞往上海。 因为孩子喜欢

吃飞机餐，当初预订机票时，王女士特

意留意了相关时段各航司提供的服务，

“8 点多是早餐时间，但我发现，几大航

司注明的是有小食，没有早餐。 ”她预订

了国航 8 点 55 分起飞的航班， 预计 11

点 20 分到达上海。“成人的机票价格是

1050 元，孩子是 810 元。 本想着能有点

热面条吃，结果每个人只发了一块三明

治，凉凉的，根本吃不下。 ”旅行结束时，

她从南京返回广州， 这次预订的是深

航， 特意选择了晚上 6 点多的航班，注

明有正餐，但这次的飞机餐还是让她感

觉失望，“只有一种选择，一小盒饭加一

个点心盒，盒子里有一块小蛋糕、一根

香蕉。 ”一小盒饭里只有一点菜，相比之

前，她感觉这趟旅行提供的飞机餐实在

太简单了，“以前基本都有面条或者米

饭可选，这次还不如普通的盒饭。 ”

市民林女士 8 月从广州飞了两趟，

一趟去贵州，一趟三亚，她乘坐的是南

航，去贵州的飞机上，发了一个包子、一

个香蕉、一瓶水，去三亚的飞机餐更是

简单，一包花生、一包红枣、一瓶水。“暑

假机票价格不便宜， 怎么餐饮还缩水

了？ ”网友“湫之月上”也抱怨，日前坐国

航从湛江飞到北京的航班，三个小时的

航程， 只发了一个小汉堡，“每人一个，

吃不饱。 ”

但也有飞友对此表示理解。 飞友陈

先生说，以广沪线为例，单程飞行时间

约为 110 分钟，民航局曾出台“起飞后

20 分钟、 落地前 30 分钟须终止客舱服

务”的相关规定，如果扣除这 50 分钟，

只剩 60 分钟须完成所有旅客的服务程

序。 这么短时间内要给一两百号人准备

热食、送水、收餐盘，还要进行落地前安

全检查，“怎么配热食？只好发点简餐。 ”

国航：为确保安全调整

23 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发布《部

分航线客舱服务调整的公告》， 公告中

说， 受飞行航路特点和雷雨季节影响，

为最大限度确保安全，即日起，国航对

部分航线的客舱服务内容和服务程序

进行了调整。 餐饮服务程序统一调整

为：发放餐食、发放饮料、收餐，取消餐

前饮料服务；头等舱、公务舱餐食调整

为一次性全部提供。

公告中明确表示： 在实际飞行时

间 120 分钟

（ 含）

以下的航班上， 不

再为“凤凰知音” 金卡

（ 含）

以上级

别的会员旅客提供优先选餐服务； 在

实际飞行时间 70 分钟

（ 含）

以下的航

班上， 只配备小瓶瓶装饮料， 饮料由

乘务员在登机前放置在座椅物品袋内。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能配备无需回

收的简餐， 简餐由乘务员在登机过程

中为旅客发放， 或由旅客自取； 在实

际飞行时间在 70 分钟以上 120 分钟

（ 含）

以下的航班上， 经评估后确认无

法在着陆前 40 分钟完成餐食发放与回

收的， 餐食种类将调减为一种或使用

无需回收的餐食呈现方式。

有报道称， 近期多家航空公司以

机上安全为由， 更改了机上餐饮服务

内容， 整体缩减了服务内容， 这些变

动的原因， 与监管机构对飞行安全提

出的更高要求有关。 但截至目前， 暂

时未有其他航司发布客舱服务内容调

整的相关公告或说明。

信息时报讯

(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穗市监）

记者昨日从广州市市场监管局

获悉， 在近期抽检的 13 大类食品、927

批次样品中， 有 16 批次样品质量不合

格。 在餐饮食品类不合格的 2 批次中，

由广州天河贰号唐厨酒家经营的白切

鸡，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检出值不

符合标准规定。

近期，市市场监管局对市内生产经

营的 13 大类食品进行了监督抽检，共

927 批次。 其中，抽检项目合格样品 911

批次，实物质量不合格样品 16 批次。 其

中，饮料不合格 2 批次，为增城源百祥

桶装水经营部销售的、标示为广州市浩

森饮用水有限公司 2019 年 2 月 20 日

生产、 规格为 18L/桶的饮用纯净水，

18L/桶的益之选饮用纯净水，均为铜绿

假单胞菌 5 次检出值超标。

餐饮食品类不合格 2 批次，由广州

市越秀区聚财包子店经营的核桃包，脱

氢乙酸及其钠盐检出值超过标准规定

（ 不得检出）

。 由广州天河贰号唐厨酒家

经营的白切鸡，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

菌检出值不符合标准规定。

市市场监管局已要求相关区市场

监管部门及时对不合格食品及其生产

经营者进行调查处理，责令企业查清产

品流向，召回不合格产品，并分析原因

进行整改；要求经营单位对不合格食品

立即采取下架等措施， 并依法予以查

处。 消费者一旦在市场上发现公告所列

的不合格食品，可拨打 12345 投诉。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穗市监 ）

面对“缺斤少两”，消费者只能

自认倒霉？ 针对涉嫌作弊的店档，执法

部门迅速出手。记者昨日从广州市市场

监管局获悉，近日，针对广州市“上下九

‘百鲜果’水果店存在缺斤少两现象”的

投诉反映，市市场监管局相关部门迅速

介入，协同荔湾区市场监管局、华林市

场监管所以及广州市计量院， 三级联

动，快速出击，对“百鲜果”水果店实施

突击执法检查。

采取行动前，针对以往涉嫌计量作

弊的店档存在应付执法检查的行为，联

合检查组据此作了周密的分工与安排，

迅速锁定现场证据。 随即，市计量院检

定人员对该店档在用的 2 台电子秤作

了现场检定，发现显示交易数值与实际

重量差距较大， 涉嫌存在计量违法、消

费欺诈行为。执法人员扣押了涉嫌作弊

电子秤， 并送检定机构作法定检验，待

检定结果作进一步处理。

与此同时， 华林市场监管所协调

“上下九”步行街管委会办公室，在该店

档上方张挂了“便宜莫贪，谨防消费欺

诈”标语，予以警示惩戒。

此外，市市场监管局针对市民和媒

体反映较多的个别集贸市场和超市“短

斤缺两”问题，正组织开展全市计量专

项监督抽查。 据悉，接下来，市、区两级

市场监管部门将进重点对步行街、商贸

圈、旅游热点等地区，采取“双随机”监

督抽查与专项执法打击相结合。

飞机餐悄然“缩水”？ 旅客有话说

有航空公司回应：为确保安全，客舱服务内容有调整

支持派：

“

Peter Quill

”：这位客官，您是来吃

大餐的还是来赶路的？

“我是……睡神 ”： 安全飞行最重

要，别把机票当饭票！

“阿殷殷 ”： 所有服务该给安全让

位。

“阿美包子”：航空公司最主要的责

任和义务，是让旅客安全便捷舒适的到

达目的地，今年上半年 ，由于天气原因

等原因造成几十起空中重度颠簸，多数

人员因此受伤。 而大部分都是因为空中

繁琐的服务程序为旅客端茶送水的乘

务员。

“来木”：飞机的诞生是为了给大家

出行提供安全快捷方便的，提供餐饮只

是额外的服务。 机票钱主要是为安全和

快捷买的单。 乘务员这一岗位的存在也

是出于安全性考虑。

“顾盼微丛”：飞机就是交通工具而

已 ，大家坐高铁 、公交车不是也没餐饮

吗！ 飞机票价高，那是因为燃油高，运营

成本高，安全一定是民航的首要任务！

不满派：

“

wenwei

”： 这是为降低成本找借

口。 过去机上餐食服务还可以，也取得

了

100

多个月的安全呀。 我看不出降低

服务标准和飞行安全有必然联系。

“杨小辉 ”：不要把控制成本 ，减少

服务的事实，穿上“ 为了安全 ”的马甲 。

过去提供飞机餐安全就没有得到保证

了吗

?

安全和服务没有天然的矛盾。 抹

杀航空公司服务特色，中国民航的服务

质量只会越来越差，反正连盒饭都懒得

提供，以客户为中心的意识只会跟着越

来越差。

“湫之月上”：不是说要在飞机上吃

大餐，很多时候买机票会买饭点的机票

是因为想到飞机上有饭吃，下了飞机后

直接就去办事。 如果真的为了安全，提

供精简餐食也可以 ， 能不能把什么汉

堡 ，三明治的体积做得大一点 ，起码能

让人吃了饱腹。

各方声音

“短斤缺两”店档被挂警示标语

市市场监管局对上下九“百鲜果”水果店作出惩戒

百鲜果水果店

门口被挂上 “便宜

莫贪， 谨防消费欺

诈”标语。

通讯员供图

天河贰号唐厨酒家白切鸡抽检不合格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检出值不符合标准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