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患 拒绝水污染 2013 年寻找好水系列活动之三

1/4 价买净水器 明天到报社抢 近万元净水器 不到两千就拿下
九级过滤轻松去除自来水中泥沙、颗粒、悬浮物、铁锈、漂白粉、细菌、病毒、余氯以及重金属！购买再赠 1 年滤芯，产品已由 PICC 承保！

日前，本报以《超半数城市地下水被污染》为题，报道了目前水安全正遭受严峻挑战的现
状，在读者中引发广泛关注，大家纷纷致电表示了自己的担忧。治理水污染需要一个漫长的过
程，在这样的背景下，普通老百姓如何让自己喝得更健康？自来水、瓶装水、桶装水，到底什么样
的水才是最安全的？

1、它一般是 100℃ 的沸点，只能杀死一般的大肠杆菌和生命力非常脆弱的细菌病毒。
2、白开水是无氧水，我们不能常喝无氧水。
3、自来水加热产生三氯甲烷致癌物质，三大致癌物质之首，第二是亚硝酸盐，第三是黄曲霉。
4、“千滚水”不能喝，因为我们水里有重金属，而水每烧开一次就被蒸发一部分，剩下的重金越来越

多，对人体有害，所以不能喝。

※白开水?

纯净水通过渗透膜虽然除去了对人体有害的细菌杂质，但同时也将水中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过
滤掉了，长期饮用会导致微量元素缺乏，从而致病。

另外，据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健康饮水专业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每年至少有 2600 万只以上"黑心
桶"流入市场，除了“黑心桶”问题，家庭饮水机的二次污染也频频被提及。广东省环境资源利用与保护重
点实验室采样检测发现，在常温条件下，饮水机里的水第一天有害菌落数量为 0，而在第 10 天却攀升到
了 8000。这足以说明桶装水受二次污染相当严重。还有就是低价销售的桶装水，很大可能因使用劣质水
桶而存在严重的水质污染问题。

※人造的“纯净水”VS 桶装水?

矿泉水是指来自地下水深层流经某些岩石的地下水。矿泉水中的微量元素能参与人体内激素、核
酸的代谢，应该说是人体所需要的保健成分，但对其进行生理化学研究后的结果表明：有许多矿泉水不
符合卫生要求，即使卫生合格的矿泉水，因人的身体条件不同，所需微量元素种类和数量也不同，所以
矿泉水的微量元素和离子也并非对人人都有益。据报导：人体内微量元素的。

生理浓度和中毒剂量很接近，微量元素过量比摄入不足对人体更有害，因此，生理保健专家特别指
出：微量元素不可乱补。矿泉水虽然含有一定量的微量元素，如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已经满足，再补进
去，多了就会在血流、细胞内沉积，导致微量元素代谢失调，增加肾脏负担易产生肾结石、尿道结石及胆
结石等。所以说，饮用何种类型的矿泉水应在医生指导下选择，但矿泉水不应作为长期饮用的最佳水。

※矿泉水?

远离污染 拥抱健康
齐鲁晚报“健康饮水惠民工程”

寻求让人健康长寿的生活好水！

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 21 世纪最佳生活饮用水
■ 1 、不含对人体有毒。有害及有异味的物质 ■ 2 、水的硬度适中、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比例与人体体液相近(以碳酸钙计算：50-200mg/L ；其中含钙量>=8mg/L) ■ 3 、酸碱度呈
中、弱碱性(PH 值为 7 . 0-8 . 0) ■ 4、水中溶解氧及二氧化碳含量适中(水中的溶氧量>=6mg/L,二氧化碳的含量 10-30mg/L) ■ 5、小分子团水(这是水的活性指标之一，5-6 个小分子
团水) ■ 6、水的生理功能要强(包括渗透力，溶解力，代谢力等)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净水器质量参差不齐，价格
也相差悬殊。一些价格低廉的净水器，在网上销售
得十分火爆。而很多价格低廉的净水器并没有国家
卫生部批准的批号，因而属于违规产品。这样的产
品一旦出现问题，售后维修得不到保障，并且存在
着一定的安全隐患。

此次即将在报社发售的九级能量水质处理器
系第三代净水设备是经由卫生部门批准进行销售
的。2010 年，生产企业通过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
相关产品安全所检测，出水水质无任何安全隐患。
2010 年底，获得卫生部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

生许可批件：卫水字(2010)第 0077 号，净水器设备已
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第三代水质处理器先后通过了
谱尼测试科技、卫生部门疾病控制中心的检测，以
及获得卫生部门涉水产品批件。因而聊城市民完全
可以放心购买。

老式净水器(第一级、第二级)不易安装，不仅费
水费电而且净化不彻底；净化出来的水水质过硬！
第三代净水设备轻巧、精致且易安装，不浪费水还
不用电，其滤芯采用全食品级 ABS 材料制作，净化
出来的水呈弱碱性、矿物质、小分子团水，更易吸
收，完全符合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好水的六大标准！

记者揭秘

用一个多月时间赴广了解 卫生部门涉水产品批件

为了配合此次活动，中科院南海所还在聊城开
设了长期售后服务中心，用户只要拨打电话，专业
的技术人员就会上门为用户进行检测和维修。对于
新购买的用户，售后人员也会定期主动上门检测家
庭水质，及时提醒用户更换滤芯，进行跟踪服务。

据悉，聊城只是 2013 年“寻找健康好水”系列

活动山东的第七站，该活动已在济南、青岛、济宁、
淄博、菏泽、德州等地成功推广。作为水质处理方
面的专家，中科院南海所在业界拥有良好的口碑
和领先的技术，曾获得中国质量万里行"国家监督
检查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质量稳定合格知名品牌"
等多项荣誉称号。

郑重声明

媒体合作品牌获多个奖项 专业团队服务更值得信赖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买一台净水器背后会养活
多少人！”据本报记者调查，净水器出厂后由当地经
销商倒卖给各地经销商，经过几次倒手不停的加价
最后到了商场，进商场会被要求缴纳一笔进场费，
然后还有人工费、促销费、商场扣点等等费用，而这
些都会被加到净水器价格中去！导致中间的加价远
远高于净水器真实价格的好几倍，以至于让很多普
通消费者买不起！

本报《健康周刊》联合中科院南海所专业水质
处理机构为聊城市民量身定制的第三代净水器相
比市场上的净水器，滤芯全都采用了国家质检食品
级别材质，不会出现二次污染。独家定制的九级水
质处理器在质量过硬的前提下，价格却比市场上销
售的净水器还要优惠好几千元。屏弃了中间环节，
商场的各种扣点，由工厂直接拉到现场，实实在在
的工厂价直销！

品质过硬 厂价直销

疯狂背后 消费者看不见的加价黑手

“再也不用为宝宝喝什么水担心了！明天
一早就去报社排队。”“可以预定两台吗？自己
家装一台，再给父母家安一台。”得知本报《健
康周刊》联合社科院南海所定制的九级能量
水质处理器第三代净水设备将于明天(周五)
正式开卖的消息后，不少市民打电话抢先预
订。

自 17 日本报发起“寻找健康好水”系列活
动后，不少市民纷纷打电话来询问水安全问
题。为此，本报《健康周刊》联合社科院南海所
发起健康饮水惠民工程，独家从广州诺芮特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定制了九级能量水质处理器
第三代净水设备。本次活动不仅免去了代理

商、营销费，更省掉了店面租金、商场扣点，只
以出厂成本价销售，价格只有市场价的 1/4，
您只需要花不到两千元的价格，就能买到九级
过滤的水质处理器！

活动主办方提醒，由于是从工厂特别定
制，所以数量有限，仅有 300 台。为避免活动现
场出现排队拥挤和抢购现象，市民可提前拨打
热线 0635-8163838、18263500525 预定，先订先
得。同时，为了使本次活动优惠力度更大，更为
了保证市民家庭持久性的用水健康安全，主办
方承诺：凡购买工厂价九级能量净水器的家
庭，均赠送 1 年的滤芯，而且保证以后更换滤
芯也不收取人工费用！

特别提醒

净水器 1/4 市场价，明天快去报社抢

“一台净水机只需市场价 1/4 ，而且是
九级的，一下子就省了好几千元啊！"不少市
民通过热线电话表示，此次活动为老百姓省
钱省到家了。工厂价本来就为购买第三代水
质处理器的市民省了好几千元，而且是给亚
运会、大运会运工程做过水质处理的厂家，
让老百姓更放心。

“我还在坐月子，周五让老公请假去报
社认购。”“单位很难请假，我周六一早去，还
能买到吗？”因只定制了 300 台九级能量水

质处理器第三代净水设备，连日来，一些已
经预定的市民担心自己来晚了，产品会卖
完，“错过了这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买到
这么优惠、优质的净水机，还是早点来排队
吧！”

不少家庭表示，家里装台水质处理器太
有必要了，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千万不能
让宝宝从小就受到水质污染影响。这次报社
推出这么大的优惠活动，为了孩子和全家人
的健康，就算请假也要去。

比市场便宜了 3/4

一台省了好几千 宝宝妈妈“总动员”

“自己家预定了一台，还想给在家乡的父母
也买一台，可怎么带回去呢？”“俗话说得好，三天
不吃饭没事，一天不喝水人体就受不了！可是老
家的水一直有苦味，想让父母也喝上健康水，但
不是聊城市民，能买吗？”连日来，不少打电话咨
询、预定的市民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愿望：想买一
台第三代净水器孝敬在老家的父母。

对此，主办方表示，虽然本次健康饮水惠
民工程主要针对聊城市民，但考虑到身为子女
的孝心，将特别开通绿色通道，凡是为家乡父
母购买九级能量净水器的市民，只要提供家庭
地址，主办方将负责将产品通过快递送货上
门，不再加收任何费用，另外再加送一份贴心
的健康礼包。

健康送父母 孝心不打折

买水机送家乡父母，免费快递再送健康礼包

“市民省钱买第三代净水器，就去买报社工厂订购的”，“买一个九级的净水器比商场省下了
好几千，太划算了”，“省下的钱能多买 3 个，送父母、送亲友，太有面子了”，“那场面……真是太
壮观了”！

由中科院南海所定制的九级净水器联合各地媒体举办的“健康惠民饮水工程”火爆青岛、济
南、淄博、济宁等地，近千市民到报社排队买！

由于中科院南海所定制第三代净水器比市场上便宜了 3/4 的价格，引来了消费者争抢，每个
展台前面都围满了人，很多地区 300 台一天卖到断货。不少人感慨：每个家庭都是需要净水器啊，
这不是买净水器，简直成了买菜！

新闻链接：

九级净水器 市场价 1/4

遭市民疯抢

一：免费送水质检测试纸
主办方将在活动现场送家庭水质检测试

纸，可以用于检测家庭水质酸碱程度。同时在
活动现场，还有专业水质专家现身做解答，并
且有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现场酸碱度、融油、
矿物质等检测试验，市民可以亲临观摩。

二：免费送滤芯
婴幼儿新陈代谢旺盛，水的摄入量比成人

高许多，由因其体质较差，免疫力弱，用水的标
准更高，在发达国家，育儿理念早在 10 多年前
就倡导婴幼儿专用饮用水，在欧洲、美国、日本

等国家，小孩子一出生就为婴幼儿选择专业
水。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孩子喝水以及洗澡的健
康安全用水。

为了普及人们滤芯需要定期清洗、检测和
更换意识，为此，本次活动，凡是现场购买九级
定制水机的市民，即可获赠 1 年滤芯，保证市
民家庭持久性的用水健康安全！而家里有 0-3
岁孩子，只要持孩子出生证到报社，购买工厂
价九级能量净水器，即可在原有优惠基础上再
多赠送 1 年滤芯。在好水源的环境下，孩子才
可茁壮成长！

活动现场惊喜

一、免费送水质检测试纸

二、家有 0 — 3 岁宝宝再多赠 1 年滤芯

此次“健康饮水惠民工程”工厂价拿出
300 台第三代净水器，7 月 12 日、13 日、14 日
三天在本报一楼以市场价 1/4 的价格惠民！这
对想购买净水器的市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
会。据了解，这次活动由厂家直接运送到聊城，
没有任何中间环节，都是以工厂价直销给消费
者，低于商场价格 3/4，就是要让市民了解真
相，在水污染严重的今日，净水器并没有一些
商家所标的那么贵。现在购买还可获赠价值 1
年滤芯及《水是最好的药》健康书一本。如果家

中有 0-3 岁宝宝，还将在原有优惠的基础上再
多赠 1 年的滤芯（携带户口本）。

活动主办方提醒，此次活动的目的是为了
普及人们健康用水意识，而不是盈利，最终售
价已经远远低于成本，所以数量有限，不可能
保证每个有需求的家庭都能买到。为避免活动
现场出现排队拥挤和抢购现象，市民可提前拨
打热线：0635-8163838、18263500525 预定，先订
先得。团购接待：13506351848

(文/陈海燕 彭淑娜)

第三代净水设备仅限 300 台，先买先得！

活动时间：7 月 12 日至 14 日(本周五、周六、周日)8：30-17：30，仅
限 3 天。

活动地点：聊城市兴华西路与向阳路交叉口西北角(齐鲁晚报今日
聊城编辑部楼下)

乘车路线：市民可乘坐 4 路、26 路、K26 路、345 路公交车到明康房
产站下车即是

咨询热线：0635-8163838、18263500525

团购接待：1350635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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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女儿喝上了放心水，妈妈欣慰地笑了。

▲工厂价销售的九级净水器，仅售市场价 1/4，省好几千。

▲千元水机，喝上健康水！ 市民都想要，恨不得马上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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