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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小蒙 通讯员 吕晓萌

米酵菌酸引起
严重食物中毒事件

据了解，鸡西“酸汤子”中毒
事件在12人的聚餐中，9位长辈共
同食用了自制酸汤子，一种用玉
米水磨发酵后做的粗面条样的主
食，而另外3位年轻人不喜欢这种
口味没有食用。调查得知，该酸汤
子食材已在冰箱冷冻一年，据黑
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最
新信息，经流行病学调查和疾控
中心采样检测后，在玉米面中检
出高浓度米酵菌酸，同时在患者

胃液中亦有检出，初步定性为由
椰毒假单胞菌污染产生米酵菌酸
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

那么，米酵菌酸为何会这么
“毒”，它通常会藏匿于何处？济南
市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风险
监测所副所长刘铁诚表示，米酵
菌酸是椰毒假单胞菌繁殖过程中
产生的毒素，这种病原菌主要在
发酵玉米面制品、变质银耳及其
他变质淀粉类(糯米、小米、高粱
和马铃薯粉等)制品中被发现。

“米酵菌酸中毒主要作用于

肝脑肾实质性器官，中毒程度与
进食量多少有关。”刘铁诚说，中
毒以后的临床症状表现为上腹不
适、恶心、呕吐、轻微腹泻，一般无
发热，严重者可出现黄疸、肝肿
大、呕血、意识不清、烦躁不安甚
至休克死亡。

毒素耐热性极强
高温高压不能破坏毒性

其实，随着社会和经济发展，
我国由椰毒假单胞菌酵米面亚种

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已很少，但
在云南、广东、辽宁等习惯食用发
酵米面制品的地区偶有发生，北
方以酵米面制作的臭碴子、酸汤
子、格格豆等为主，南方多以酵米
面制作的汤圆和以糯米泡制后做
成的吊浆粑、河粉等食品为主，夏
季食用泡发多日的木耳后中毒的
情况屡有报道。

“这些食品的制作具有一个
共同特点，都需要经过长时间发
酵或浸泡，一旦被椰毒假单胞菌
酵米面亚种污染，稍不注意，就容
易引起中毒。”刘铁诚表示，由于
此类毒素耐热性极强，高温高压
也不能破坏毒性。

目前，对米酵菌酸尚无特效
解毒药物，一旦中毒，病死率高达

40%-100%。在细菌性食品中毒
中，米酵菌酸中毒是致死率最高
的细菌毒素之一。

刘铁诚提醒，细菌类食源性
疾病是食物中毒中最常见的类
型，除了米酵菌酸之外，其中尤
以沙门氏菌、致病性大肠埃希氏
菌、副溶血弧菌、蜡样芽孢杆菌
等几种致病菌最为常见。在日常
生活中，应遵守世卫组织“食品
安全五大要点”：保持清洁、生熟
分开、食物要彻底煮熟烧透、在
安全温度下保持食物、使用安全
的水和食物原料。一旦出现呕
吐、腹泻等食源性疾病的症状，
请及时就医并把可疑的食物告
诉医生，这将有助于病情得到及
时诊断和治疗。

本报10月15日讯（记者
夏侯凤超 通讯员 刘道健）
“以前的警示教育都是离自

己很远的人和事，这次的警示
教育，讲的就是我身边的人、社
区的党员，这让我震惊，也深受
警醒。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树
牢廉洁从政的思想防线，依规
依纪、按程序办事，坚决不触碰
纪法‘红线’。”参加完警示教育
大会，街道一名工作人员这样
表示。

类似这样到案发单位召开
警示教育大会，宣布处分决定，
用身边“活教材”开展警示教
育，深入查找廉政风险点和制
度漏洞，是四里村街道纪工委
推进“以案促改”工作的一个缩
影。

今年以来，四里村街道纪
工委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一案
一宣布、一案一警示、一案一整
改、一案一剖析，对案例进行深
入“解剖”，将宣布处分决定与
警示教育同步进行，实现警示
教育“放大效应”。

找准病根，对症下药。针对
违纪违法案件暴露出的苗头
性、倾向性问题以及行业、系统
风险隐患，四里村街道纪工委
进行综合分析研判，及时督促
相关科室、社区开展廉政风险
隐患排查，认真剖析、查找风险
产生的原因和制度监管漏洞，
帮助解决案发单位难点堵点痛
点。

警示教育是方式，整改落
实才是目的。四里村街道纪工
委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将整改
解决突出问题贯穿以案促改全
过程，通过处置线索和查办案
件，对案发单位存在的权力运
行风险点、工作中存在的薄弱
处，及时进行梳理汇总，列出问
题清单，有针对性地提出纪检
监察建议，确保指病有“源”，治
病有“靶”。截至目前，四里村街
道纪工委共提出纪检监察建议
5个，推动堵塞廉政风险漏洞7
个。

“处分决定不是‘句号’，而
是‘逗号’，关系着有没有人受
教育、会不会再犯错。我们将继
续发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的震慑作用，以‘案中人’点醒

‘梦中人’，把以案促改工作做
深做实做到位。”四里村街道纪
工委书记苏孟军表示。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戚云雷

签约商家：
单子转给睿祥征信未果
自己只好退钱给客户

据林先生介绍，他有一个朋
友从事征信行业，听朋友说干这
行很挣钱，只要交一笔钱签约成
为征信代理商就行。查询相关资
料后，他发现确实有征信修复这
个行业。于是由朋友介绍，2019
年10月9日，他和朋友来到济南
的山东睿祥企业征信有限公司。

“去了之后他们就说得天花
乱坠的，保证只要征信有问题的
都可以处理。”林先生说，经过实
地考察，又听了工作人员的各种
介绍，他觉得睿祥征信还不错，
就和对方签了一份地级市的代
理商协议，并交了4 . 98万元的咨
询合作服务费。

林先生告诉记者，当时签约
时，睿祥征信称可以教他修复征
信的技术让他自己做，但后来一
直没教过，所以他只能将单子寄
给睿祥征信让他们来处理。回到
四川后，他开始接一些客户，并把
单子转给睿祥征信，但对方却一
直拖着不处理，导致客户不满。无
奈之下，他只好把钱退给客户。

“成为代理商后总共接了十
几单，他们一单也没有给我做
成。”林先生说，为了做好代理，
他专门租了办公室并雇了员工，
但单子却一个接一个地黄了，他

非常气愤，所以在今年打算取消
代理并要求睿祥征信退款。

林先生说，他先是联系了睿
祥征信的客服，客服称要向上面
申请，后来又联系到一名经理，
经理建议他继续做征信或转到
其他项目，他拒绝了，称只想退
款，但睿祥征信一直未给明确答
复，拖了几个月后来连电话都不
接了。“我只有一个诉求，就是要
求睿祥征信把4 . 98万元的代理
费退给我。”林先生表示。

记者协调：
征信公司提出
两个解决方案

根据林先生提供和山东睿祥
企业征信有限公司签订的《信用
咨询服务合作协议》，记者看到，
林先生总共交了4 .98万元的咨询
合作服务费，有效期为一年，到今
年10月9日。睿祥征信的营业执照
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18年，经营
范围包括企业征信、企业信用管
理和咨询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规定
的其他征信业务等。

就林先生反映的情况，10月
15日上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来到位于小清河南路帝唐
大厦的山东睿祥企业征信有限
公司。公司地址现在已是山东赢
赛征信服务有限公司，不过赢赛
征信的一名负责人称，他们公司
并不是更名，而是和睿祥征信

“分开了”，但睿祥征信的客服还
在他们这里，因为他们签的都是
咨询服务协议。

据这名负责人介绍，他们做
的是征信优化，不是修复，都是
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来做的。根
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四章第
二十五条，信息主体认为征信机
构采集、保存、提供的信息存在
错误、遗漏的，有权向征信机构
或者信息提供者提出异议，要求
更正。不过，记者看到该公司门
口的宣传材料中明确写着“征信
修复”，号称“大数据永久修复，
征信逾期永久修复”。

“当时我们也跟他说，有些是
我们做不了的业务，他也是明明
知道的。”该负责人称，林先生之
前确实联系过他们，他们作了解
释，林先生却要求退费，但相关的
服务他们已经提供了，包括渠道
铺设和客户对接等，所以提出扣
除相应的费用，林先生不同意。

“单子做不了他们可以提前
跟我说啊！”林先生告诉记者，他
接的修复征信的单子睿祥征信
要审核，如果公司没有审他就接
了，那怪他自己，但他手里这些
单子都是睿祥征信审过的，最后
他们却做不了，这肯定不是他的
问题。经记者协调，最后赢赛征
信的负责人提出新的解决方案，
称如果林先生还想继续做征信，
他们公司可以继续为林先生提
供咨询服务，因为他的协议已经
到期了。如果林先生想要退款的
话，则要扣除相应的服务费，他
们会列出具体扣费明细。如果以
上两种方案林先生都不同意，仍
坚持要求退全部费用，则建议其
走法律途径。

“酸汤子”夺8命，小心酵米面食物
济南疾控：一旦中毒病死率高达40%-100%，无特效药

在刚过去的小长假期间，一碗“酸汤子”上了热搜，引起广泛关
注。根据最新消息，黑龙江鸡西“酸汤子”中毒事件死亡人数已升至
8人，造成这一不幸后果的原因是食物中毒。济南市疾控提醒，酵米
面食物中毒不容小觑，病死率高且无特效药，一定要提高警惕。

济南市中区四里村

街道纪工委：

把处分决定“一页纸”

变成警示教育“一堂课”

花5万当征信修复代理商，一单没做成
想退款成难题，公司称要扣除相应的服务费

去年10月，四川的林
先生（化姓）花4 . 98万元
成为山东睿祥企业征信
有限公司的代理商，专
门从事征信修复。但接
了十几单，睿祥征信一
单都没能帮他做成。林
先生想取消代理，但睿
祥征信拒绝退款。10月15
日，相关征信负责人回
应称，林先生要是想继
续做公司可继续为其服
务，而退款的话要扣除
相应服务费，如果林先
生不同意以上两种方
案，建议其走法律途径。

公司门口海报有醒

目的“征信修复”字样。

按照公平合理原则

双方可协商分配费用

此前，林先生表示，他听说
有征信公司在处理个人征信问
题时，会提供一些虚假材料或
谎报事实以达到修复征信的目
的。记者注意到，林先生和睿祥
征信签订的协议中也特别提
到，“乙方（睿祥征信）不为甲方

（林先生）基于征信咨询优化服
务后的结果进行的任何不法行
为负责。”不过，赢赛征信表示，
他们优化征信都是根据国家的
相关规定来做的。

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建华认为，如果征信公司在
处理征信过程中有违法操作，
那么林先生和征信公司签订的
合同就可能无效，合同无效后
征信公司需要返还相应的财
产，林先生就能把钱要回来的。

如果征信公司采取合法手
续处理征信，那合同则继续有
效，但相关的费用问题合同里
并未明确约定，征信公司单方
面要求林先生承担全部费用也
不太合理，双方应当协商解决，
先界定好责任，然后根据公平
合理的原则来分配费用，且费
用要以实际票据为准。如果双
方最后无法达成协议，则只能
走法律途径解决。

葛律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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