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这些些酱酱腌腌菜菜，，您您吃吃时时悠悠着着点点
15批次酱腌菜上了食品黑榜，产品多产自河南、武汉等地

本报济宁1月14日讯(记者
汪泷 通讯员 邓旭 ) 从2015
年秋季开始，在“三免一补”(免杂
费、教科书费、住宿费，补助生活
费)基础上，济宁市将进一步提高
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学生补助水
平，各地可根据实际对残疾学生
提供交通费和特殊用品补助。学
前和高中阶段残疾学生享受上述
政策。

《济宁市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实施方案》中提出，济宁市将提高
残疾学生资助水平。从2015年秋
季开始，在“三免一补”(免杂费、
教科书费、住宿费，补助生活费)
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义务教育阶
段残疾学生补助水平。各地可根
据实际对残疾学生提供交通费和
特殊用品补助。学前和高中阶段
残疾学生享受上述政策。

同时提高生均公用经费标
准。2015年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
费要达到6000元并逐步提高，确
保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已高于该
标准的不得降低，经济条件较好
的县(市、区)可高于该标准。随班
就读、特教班和送教上门的义务
教育学生及学前、高中段残疾学
生的公用经费按照上述标准执
行，并同步到位。适当提高孤独
症、脑瘫学生和高等院校特殊教
育生均经费。

加大特殊教育专项投入，完
善办学条件。各级财政加大特殊
教育专项投入，用于特殊教育学
校改善办学条件和随班就读学校
特殊教育资源教室建设。各级财
政支持的残疾人康复项目优先资
助残疾儿童。每年安排8%—10%
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采取项目
化运作方式，用于特殊教育学校
开展劳动技能教育。每年安排2%
的彩票公益金用于支持特殊教育
发展。

本报济宁1月14日讯(记者
庄子帆 ) 济徐高速济宁至

鱼台段济宁互通立交跨日兰
高速共六联现浇梁施工全面
完成，施工限行门洞及交通疏
导设施在1月12日全部拆除，
比原计划提前一个多月解除
日兰高速通行限制。

济宁互通枢纽是济南至
徐州高速公路与日兰高速公
路十字形交叉的枢纽立交，主
交通流为鱼台至曲阜方向。去
年10月份开始，进行跨线桥下
部结构及门洞搭设及拆除阶

段施工。由于在施工过程中需
要搭设门洞，因此双向限高
4 . 5米，限宽4米的车辆通行。

因施工需要，采用了“1/4
封闭，3/4通行”的交通封闭方
式，封闭了菏泽至曲阜高速路
段。目前，济宁互通立交跨日
兰高速共六联现浇梁施工全
面完成，封闭路段、通行限制
解除，现在日兰高速济宁段畅
通无阻。

“原本计划的通行时间为
2015年春节之前，在冬季施工
期间，采取了搭设暖棚、火炉

加热保温养护、覆盖防止水分
蒸发等冬施措施，工程提前了
一多月的时间完成。”中铁十
四局济鱼高速公路一标段项
目部书记周平顺说。

济鱼高速公路一标段是
济徐高速公路鱼台段的北端
起点，承担着济宁互通立交、
跨梁济运河特大桥、嘉祥东互
通立交、济宁开发区高架桥等
重点工程的建设。周平顺介
绍，目前，跨梁济运河特大桥
南北两岸的水中主墩已完成，
嘉祥东互通立交A匝道现绕梁

已完成，济宁开发区高架桥的
预制箱梁正在架设。

济徐高速公路鱼台段沿
线设置互通立交6座，服务区2
处，高架桥1座，特大桥2座，大
中桥19座。目前，桥涵构造物
开工247处，开工率72%，完成
总量的51%。同时，各项工程同
步实施，项目一般性征地拆
迁、清表全部完成，完成路基
土石方 5 0 0 万方，占总量的
43%。预计到2015年9月份前完
成主体工程，2016年10月1日
前建成通车。

本报济宁1月
14日讯(记者 李
倩 ) 12日，省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公布2015年第1
期山东省食品安
全监督抽检信息
公告，其中115批
次抽检样品不合
格 ，合 格 率 为
95 . 60%。济宁13
家单位销售的16
批次产品被通报，
超九成为酱腌菜。

本次监督抽
检不合格产品主
要存在超范围、超
限量使用防腐剂、
甜味剂、着色剂
等，微生物项目超
标等问题。其中部
分酱腌菜、非发酵
豆制品、膨化食
品、水产制品、葡
萄酒、果蔬罐头、
蔬菜制品、畜禽水
产罐头和熟肉制
品中，存在超范
围、超限量使用防
腐剂、甜味剂、着
色剂等问题。部分
产品被检出微生
物项目超标，主要
涉及水产制品、非
发酵豆制品、酱腌
菜、熟肉制品，不
合格项目主要是
大肠菌群、菌落总
数和金黄色葡萄
球菌。

在此次公布
的不合格名单中，
在济宁参与抽检

的食品样品中，发
现16批次不合格
产品，分别是葡萄
酒和酱腌菜，其
中，酱腌菜类占到
15批次，均是在餐
饮环节中检出，指
标多为苯甲酸超
标，产品多源自聊
城、河南、武汉等
生产企业。

苯甲酸是国
家允许使用的防
腐剂，主要作用就
是延长食品有效
期。根据《GB2760
- 2 0 1 1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中食品
添加剂使用标准，
腌渍的蔬菜最大
使用量为1 . 0克/
千 克 ( 以 苯 甲 酸
计)。但过量添加，
不仅能破坏维生
素B1，还能使钙
形成不溶性物质，
影响人体对钙的
吸收，同时对胃肠
道有刺激作用。

针对食品安
全监督抽检中发
现的问题，济宁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已责令所在
县、市、区局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对
不合格产品及其
生产经营企业依
法进行查处，并采
取有针对性措施，
防控食品安全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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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徐高速(济鱼段)济宁互通跨线施工完成

日日兰兰高高速速提提前前解解除除通通行行限限制制
今秋残疾学生

将发放交通费

日兰高速提前一个月解除通行限制。

不合格产品及生产经营企业名单

产品名称 受检企业名称 受检企业地址 标示生产企业名称 标示生产企业地址 规格型号 商标 生产日期 不合格项目

梅洛干红
葡萄酒

山东百纳威酒业有
限公司

济宁市泗水县苗馆镇李
家坡村

山东百纳威酒业
有限公司

济宁市泗水县苗馆
镇李家坡村

750mL/瓶 卡维斯 2014-10-9

糖精钠（以糖精计）g/kg

苋菜红g/kg

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
磺酸计）g/kg

酱腌菜（琥
珀金丝） 鱼台县多禾馅饼店 济宁鱼台县鱼新一路中

段路南
武汉红日子食品

有限公司

湖北天门经济开发
区工业园区大桥路1

号
/ 北极源 2014-10-3 苯甲酸,g/kg

酱腌菜 鱼台培英学校食堂 济宁市鱼台县王鲁镇驻地 / / / / 2014-10-8 苯甲酸,g/kg

满口香 金乡县金乡街道金
司金龟馅饼店

济宁市金乡县金乡街道
奎县路路东

武汉市康德食品
有限公司

武汉市江岸区湛家
矶平安铺村干道9号

/ 永超 2014-10-10 苯甲酸,g/kg

群英汇脆 金乡县金乡街道金
司金龟馅饼店

济宁市金乡县金乡街道
奎县路路东

武汉市康德食品
有限公司

武汉市江岸区湛家
矶平安铺村干道9号

/ 永超酱菜 2014-10-10 苯甲酸,g/kg

北极源酱
菜

金乡县金乡街道百
德馅饼店 济宁市金乡县金乡镇 武汉红日子食品

有限公司 湖北省天门市 / / 2014-10-3 苯甲酸,g/kg

酱疙瘩 金乡县金乡街道百
德馅饼店 济宁市金乡县金乡镇 / / / / 2014-10-10 苯甲酸,g/kg

酱腌菜 鱼台县贵宾园酒楼 济宁市鱼台县湖凌二路
北大桥往西60米路南

/ / / / 2014-10-10 苯甲酸,g/kg

酱腌菜 济宁市万佳生态餐
饮有限责任公司

济宁市鱼台县湖凌二路
西北二环路南

济宁市玉园酿造
有限公司

济宁市车站西路115
号

5000g/袋 玉园 2014-10-10 苯甲酸,g/kg

酱腌菜（五
仁酱丁） 鱼台县多禾馅饼店 济宁市鱼台县鱼新一路

中段路南
武汉红日子食品

有限公司
湖北天门经济开发区
工业园区大桥路1号

/ 北极源 2014-10-3 苯甲酸,g/kg

酱菜 济宁教育学院食堂 济宁市金乡县金乡街道
中心东路

聊城市开发区单
成香调品有限公

司

山东省聊城市新东
外环聊牛路口向东

1 . 5km
/ / 2014-10-6 苯甲酸,g/kg

酱萝卜条 金乡县文峰中学食堂 济宁市金乡县金乡镇 山东吉客隆集团
有限公司酿造厂 济宁市金乡县经济园 / / 2014-9-29 苯甲酸,g/kg

三念牌系
列优质酱

菜

金乡县金乡街道百
德馅饼店 济宁市金乡县金乡镇 平顶山市运航实

业有限公司 河南平顶山 / / 2014-10-3 苯甲酸,g/kg

酱疙瘩丝 金乡县验食小饭桌 济宁市金乡县金乡镇 / / / / 2014-10-10 苯甲酸,g/kg

榨菜丝 汶上义桥煤矿有限
责任公司食堂

济宁汶上义桥镇政府驻
地

/ / / / 2014-10-10 苯甲酸,g/kg

酱腌菜 汶上县幸福大家庭
餐饮有限公司 济宁汶上礼佛大道南段 / / / / 2014-10-12 苯甲酸,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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