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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食药监局公布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公告

泰泰安安1177批批次次食食品品抽抽检检不不合合格格
本报泰安6月3日讯(记

者 路伟) 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公布今年第6期食
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公告，
共计抽检4193批次食品，其
中不合格产品有297批次。
其中，泰安4批次蔬菜及其
制品、7批次水产品及水产
制品、4批次调味品、1批次
蜂蜜以及1批次酒类不合
格。

本次抽检的蔬菜及其
制品主要包括酱腌菜、蔬菜
干制品等，抽检项目包括重
金属、食品添加剂、微生物
指标等1 3个指标，共抽检
477批次产品，不合格19批
次，不合格率3 . 98%，不合格
的产品中，泰安有4批次。山
东高速服务区管理有限公
司京台路泰安分公司的52

克装的金丝猫榨菜环己基
氨基磺酸钠 (甜蜜素 )不合
格；宁阳县红营佳肴店的
300颗/袋的海曲人家鱼露
酱菜苯甲酸不合格；泰安深
国投商用置业有限公司的
散装红油青笋苯甲酸糖精
钠不合格；东平县兴隆酒水
商行的泡菜则出现苯甲酸、
糖精钠、环己基氨基磺酸钠
(甜蜜素)不合格。

抽检的水产及水产制
品主要包括烤鱼片 (含散
装 )和熟制动物性水产品
(可直接食用)等，抽检项目
包括水产及水产制品中铅、
无机砷等重金属，防腐剂、
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和菌
落总数、大肠菌群、致病菌
等微生物指标共13个。共抽
检水产及水产制品样品818

批次，不合格167批次，不合
格率20 . 41%，其中，泰安7批
次产品不合格。东平县小江
南大酒店的散装草鱼孔雀
石绿不合格；泰安深国投商
用置业有限公司的散装称

重新海蛤蜊干苯甲酸不合
格；易初莲花连锁超市有限
公司散装小海米苯甲酸、日
落红、胭脂红不合格；泰安
银座商城有限公司肥城分
公司的海米日落红不合格；
东平县单兴梅超市苯甲酸、
胭脂红不合格；新泰市翟镇
鸿盛祥大酒店海米苯甲酸
不合格；银座集团股份城有
限公司泰安银座泰山分公
司300克/袋的海米苯甲酸
不合格。

本次抽检的调味品主
要包括酿造食醋、配制食
醋、酿造酱油、配制酱油、
辣椒、黄豆酱、甜面酱、鸡
精调味料及其他固体复合
调味料。抽检项目包括调
味品中铅、砷等重金属，氨
基酸态氮、总酸等品质指
标，以及食品添加剂和微
生物指标等2 4个指标，共
抽检调味品1 3 2 8批次，不
合格批次3 9批次。不合格
率2 . 93%，其中，泰安4批次
产品不合格。泰山玻璃纤
维有限公司食堂2 0 0 0克/

袋的海舒味精谷氨酸钠不
合格；东平孙勇的800毫升
/桶的好厨师老陈醋总酸
不合格；东平县沙站镇沙
南村蔚广峰的100克/袋的
新梅味精食用盐不合格；
宁阳县红营佳肴店100克/

袋的群花香味精食用盐和
谷氨酸钠不合格。

抽检170批次蜂蜜，不
合格样品数为11批次，样品
不合格率为6 . 47%，其中，泰
安银座商城有限公司500克
/瓶的蜂老大枣花蜂蜜果糖
和葡萄糖含量不合格。

泰山景区金曦酒水商
店750毫升/瓶的玫瑰红原
汁山葡萄露酒总糖不合格。

不合格产品生产企业、
生产日期/批号，详见表格：

本报泰安6月3日讯(记者
白雪) 本报亲子大讲堂已

进行到第十期，在前九期活动
中，家长们循序渐进地掌握如
何教育孩子的方式，不少家长
成为亲子课堂的忠实粉丝。报
名限报20名，每次活动一发出
立马报满。还没有参与过的，
你还在犹豫什么呢？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
们家长以什么眼光去欣赏孩
子非常重要，这个前提是我怎

样看待自己，能够看清自己，
会欣赏自己，才能去欣赏孩
子，同时传递给孩子的也是充
满自信的能量，作为爱孩子的
家长朋友们，你该怎么做呢？
亲子大讲堂第十期，李海羚老
师教你如何做。

【主讲人】李海羚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LP

心理实操治疗师、沙盘游戏治
疗师、好家长成就好孩子亲子
教育顾问、泰安市泰山区法院

特邀心理咨询师、泰安市文明
办“菜单式”服务志愿者、2012年
多次到社区举办“家庭教育讲
座”、被市文明办评为“优秀志
愿者”、荣获省宣传部“山东好
人——— 每周之星”称号。

【活动时间】6月6日(周六)
14：00—16：00，13：45签到。

请家长朋友们为孩子们
做好榜样，准时到达。

【活动地点】
海羚教育咨询工作室(泰

山大街荣军医院对面金华大
厦A座10楼1001室)

【报名方式】拨打电话
15866039878

【注意事项】如果您想参
与此次及以后的活动，请加入
本报报名QQ群齐鲁晚报亲子
课堂，群号：115765651或添加
微信33044994，周六会收到老
师的确认电话！公益讲座不收
取任何费用。欢迎大家来学
习，更好陪伴孩子成长。

本报泰安6月3日讯 (记者 白
雪) 本报“助考生一笔之力”活动6

月4日结束，没有领到放心笔的家长
和考生，可以在6日下午到考场“踩
点”时领取，设领取点的学校为泰安
一中青年路校区、泰安二中、泰山中
学。

3日，来本报编辑部领取放心笔
的家长络绎不绝，“是在这领笔吧？
我来帮孙女领一套，我是齐鲁晚报
老读者，领回去去趟她家把笔送给
她，她肯定很高兴。这些孩子们学习
很辛苦，希望他们能考个好成绩。

山东协和学院苑蓓老师说，截
至现在，各县市区已发放近万套，目
前还剩2000多套。

4日是泰安市区领取点最后一
天发放放心笔，希望家长尽快来领。
6日下午考生看考场时，山东协和学
院的工作人员会在三个考点前发
放，数量有限。“想领取的家长，看到
消息后4日到各个领取点领取，《高
考宝典》快发光了。”苑蓓说。

本报泰安6月3日讯 (记者 陈
新 通讯员 王文峰) 即日起，岱
岳区环保局联合多部门开展“禁噪”
工作，考场直线距离500米范围内的
噪声企业被下令停产，每个考点都
安排3名执法人员定点值守。

为保障中高考顺利进行。岱岳
区开展“禁噪”工作，岱岳区环保局
对考场直线距离500米范围内产生
噪声企业下达停产通知，在每个考
点都安排3名环境监察大队执法人
员定点值守，对娱乐场所、广播喇
叭、五金加工、建筑施工工地开展拉
网式排查，综合执法整治噪声源，提
前发现问题，防患于未然，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法》，查处环境噪声违法行为。

岱岳区环保局店发布禁噪通知
1000余份，同时，畅通投诉渠道，保
持12369环保投诉举报热线24小时
畅通。

周六去三个考点
还能领放心笔

距考场500米内
噪声企业停产

周周六六亲亲子子课课堂堂学学赞赞美美
给给孩孩子子传传递递正正能能量量

近日，泰山区徐家楼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积极参与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活动，中心成立创建领导小
组，明确责任主体，建立考核机制；
在公共场所张贴标语，播放创建口
号；工作人员统一着装、统一佩戴胸
牌、统一文明用语，从整体上提高医
疗队伍的服务水平。同时在简化就
诊流程、提升服务质量、及时转送医
疗废弃物等方面不断完善，为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添砖加瓦。

(谭春晖)

标称生产
企业名称 被抽样单位名称 食品名称 规格型号 商标 生产日期/批号

余姚市金丝猫
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服务区管
理有限公司京台路

泰安分公司
榨菜 52克 金丝猫 20140913

日照市函荟食
品有限公司 宁阳县红营佳肴店 鱼露酱菜 300g/袋 海曲

人家
/

青岛市城阳区
川香园食品厂

泰安深国投商用置
业有限公司 红油青笋 散装 / 2015-1-15

/ 东平县兴隆酒水商
行 泡菜 / / 2014-11-5

/ 东平县小江南大酒
店 草鱼 散装 / 2015-1-14

烟台新海水产
食

品有限公司

泰安深国投
商用置业有限公司

新海
蛤蜊干 散装称重 / 2014-12-8

/ 泰安易初莲花连锁
超市有限公司

散装
小海米 散装 / 2015-3-9

/ 单兴梅超市 海米 / / 2015-1-5

/ 泰安银座商城有限
公司肥城分公司 海米 / / 2015-1-12

/ 新泰市翟镇鸿盛祥
大酒店 海米 / / 2015-1-10

山东海丰水厂
有限公司

银座集团股份城有
限公司泰安银座泰

山分公司
海米 300克/袋 海旗 2015-1-15

临沂市兰山区
天然味精厂

泰山玻璃纤维有限
公司食堂 味精 2000克/袋 海舒 2014-12-15

济南天睿酿造
有限公司 孙勇 好厨师

老陈醋
800ml/桶 好厨师 2014-10-17

茌平新梅调味
品有限公司 蔚广峰 味精 100g/袋 新梅 2014-1-23

济宁高新区家
乐福调味品厂 宁阳县红营佳肴店 群花香

味精
100g/袋 群花香 2014-11-13

通兴葡萄酒厂 泰安市泰山景区金
曦酒水商店

玫瑰红原汁
山葡萄露酒

750mL/瓶 通鑫 2014-9-2

潍坊康力蜂业
有限公司

泰安银座商城有限
公司 枣花蜂蜜 500克/瓶 蜂老大 2014-5-10

徐家楼街道卫生服务中心

助力文明城市建设

本报泰安6月3日讯(记者
赵兴超) 2日，一名65岁老

人从王庄社区儿子家中走失。
老人患有重病和老年痴呆，说
话像小孩子，难与人沟通。从
监控上看，老人沿着南外环向
东走。家人已寻遍泰城，希望
好心人见到后帮忙报警。

3日，市民张女士和弟弟
张先生几个人在泰城不停转
悠，看到60多岁的老年男子就

上前，想看看是不是父亲张元
兰。2日下午5点半左右，张元
兰从王庄社区儿子家中走失，
到3日已经近一天一夜时间。
张女士说，父亲患有老年痴
呆，现在说话和思维像孩子一
样，不容易和人沟通。之前老
人在北集坡老家住，查出患有
重病后，就搬到泰城。

由于老人不太配合治疗，
无法在医院住宿，大约半个月

前，老人住到王庄社区的儿子
家里。2日下午，张先生下楼买
东西，留老人一个人在家。张
先生前脚下楼，老人后脚也下
了楼。半个小时后张先生回到
家里，发现老人不见了，通过
小区监控，看到老人出小区后
向东走了。小区出门就是南外
环路，来往车辆多，家人非常
担忧老人的安全。

张女士说，老人才刚做了

一次集中治疗，身体也很虚弱。
3日上午曾有人称在北集坡老
家看到老人，家人根据线索过
去寻找没有找到。老人身高1 . 73

米，上身穿灰色休闲外套、蓝色
上衣，下身穿灰黑色裤子，脚穿
网状休闲布鞋，头发两侧斑顶
略微耳聋。家人希望有人看到
老人后，可以帮忙报警或联系
他们。张女士电话13053829355，
张先生电话15662053163。

重重病病刚刚离离院院，，老老人人从从王王庄庄走走失失
患有老年痴呆说话像孩子，有人看到其出小区后向东走

走失老人照片。（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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