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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装水已进入寻常百姓家，消费
者该如何选购安全放心的桶装水呢？
专家提示，选购桶装水要五注意。

1 .订购桶装水时，要挑选证照齐
全、卫生条件良好的销售点。

2 .注意桶装水的质量。要购买食
品卫生许可证和检验合格证齐全的桶
装水。此外，还可以从观感上加以区
别，优质纯净水水体洁净，无色透明，
无悬浮物和沉淀物，不黏稠，无异味。

3 .消费者应仔细辨认桶装水的封
口。劣质水封口的热缩膜一般较薄，没
有光泽感，褶皱不平，较为松弛，而真
水则相反；真水桶盖有一圈弧线的压
痕撕口，很容易被沿线撕开，而假水桶
盖颜色发暗，很难撕开或根本撕不开。

4 .注意观察桶的状况。有的桶装
水标签信息不齐全，桶身发暗甚至发
黑，建议不要购买，说明生产桶的材料
不符合相关标准或使用周期过长，存
在食品安全隐患。

5 .根据家人的饮水量选择桶装
水。一经开封，最好能够在提示期限内
尽快喝完。

菌落总数超标

为低风险等级

省食药监抽检282批次瓶(桶)装饮用水，其中不合格产品94批次

淄淄博博77家家水水企企产产品品上上““黑黑榜榜””
本报8月18日讯(记者 樊

伟宏) 18日，山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发布监督抽检信息
通告，2015年5-7月，山东省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抽检瓶(桶)

装饮用水282批次，其中不合格
产品94批次，淄博有7家水企因
产品不合格被通报。

此次抽检项目包括品质指
标、重金属、微生物和其他污染
物指标等指标，据悉，淄博这7

家企业生产的7批次桶装饮用
水分别因存在菌落总数超标或

高锰酸钾消耗量超标问题被通
报。根据国家标准，菌落总数应
不超50cfu/mL。其中标称淄博
爱冰饮料有限公司所生产18L/

桶的“爱冰山泉饮用水”菌落总
数检测值为4 . 7×102CFU/mL；
而标称淄博碧玺泉饮用水厂所
生产18 . 5L/桶的“尚品乐生桶
装饮用水”菌落总数检测值为
5 . 3×102CFU/mL，超标10倍
多。标称高青县银河源生态水
厂所生产18 . 5L/桶的“银河源
饮用纯净水”菌落总数检测值

为55CFU/mL。标称淄博水立
方饮料有限公司所生产18 . 5L/

桶的“猎户山泉山泉水”高锰酸
钾消耗量/耗氧量(O2)检测值
为5 . 1mg/L；标称淄博坤升幸
福 山 泉 水 有 限 公 司 所 生 产
18 . 5L/桶的“坤升饮用水”高锰
酸钾消耗量/耗氧量(O2)检测
值为10 . 2mg/L。

据了解，对上述抽检中
发现的不合格产品，企业所
在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的规定，已采取责令企
业及时采取下架、召回等措
施。省局要求上述不合格食
品生产企业所在地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对生产不合格产品
的企业进行立案调查，查明
生产不合格产品的批次、数
量和原因，制定整改措施。同
时，食药监部门提示消费者，
在购买到或在市场上发现公
告所涉不合格产品时，请拨
打12331热线电话进行投诉或
举报。

菌落总数属于卫生指示菌，一般情况下不会影响公众健康，而过度控制卫生指示菌和杀菌可
能导致饮用水中溴酸盐含量升高，构成健康风险；2015年5月24日实施的GB19298-2014《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已删除了菌落总数这个指标。

高锰酸钾消耗量/耗氧量(O2)超标风险等级为一般风险。高锰酸钾消耗量/耗氧量(O2)主要反
映水中有机物尤其是氯化物的含量，这些有机物被人体直接吸收可能造成危害。

序号 食品名称
标称生产
企业名称

标称生产
企业地址

规格型号 商标 生产日期 不合格项目 检测值

1 康力桶装饮用水
淄博康力水业

有限公司
周村区王村

镇彭家村葫芦山
18 . 5L/桶 康力 2015-4-20 菌落总数

1 . 8×102CFU
/mL

2 饮用纯净水
高青县银河源

生态水厂
高青县城
兴华路17号

18 . 5L/桶 银河源 2015-4-19 菌落总数 55CFU/mL

3 桶装饮用纯净水
鲁泰纺织股份

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

淄川区胶王路北
18L/桶 / 2015-4-22 菌落总数

1 . 6×102CFU
/mL

4 猎户山泉山泉水
淄博水立方饮料

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
区太河镇孙家坪村

18 . 5L/桶 猎户山泉 2015-4-25
高锰酸钾消耗量
/耗氧量（O2）

5 . 1mg/L

5 坤升饮用水
淄博坤升幸福山
泉水有限公司

淄川区淄河镇
桑杭村

18 . 5L/桶 坤升 2015-4-24
高锰酸钾消耗量
/耗氧量（O2）

10 . 2mg/L

6 爱冰山泉饮用水
淄博爱冰饮料

有限公司
淄博市张店区
房镇积家村

18L/桶 爱冰 2015-4-28 菌落总数
4 . 7×102CFU

/mL

7 桶装饮用水
淄博碧玺泉
饮用水厂

山东省淄博市
高新区孙家庄

18 . 5L/桶 尚品乐生 2015-4-29 菌落总数
5 . 3×102CFU

/mL

瓶(桶)装饮用水监督抽检不合格信息

桶身发暗发黑

最好不要购买

消费提示

相关链接

公 告

王晖、刘洋：
因你们无故旷工7天以上，拒不

履行劳动合同约定，依据《劳动合同
法》及公司的规章制度，公司决定与
你们解除劳动关系。

请上述两人各自携带两份劳动
合同书尽快回单位办理解除手续，
自本公告之日起7日内未回单位办
理解除劳动关系的，公司将按相关
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山东银岭集团有限公司
二0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半半年年前前吞吞下下的的鱼鱼刺刺““长长””到到肝肝上上
患者近日右上腹疼痛检查才发现，经手术目前已取出

本报8月18日讯(记者 樊伟
宏 通讯员 张志华 李德和)

近日，沂源县人民医院普外科
转入了一名肝脏“长”鱼刺的患
者，这可把所有的人惊呆了，而
这也让患者孙先生摸不着头脑，
鱼刺怎么“卡”在了肝上了？

据了解，孙先生今年44岁，
是一名建筑工人，今年年初，他
就感觉胃有些不舒服，起初他以
为是过年吃坏了肚子，就去药店
拿了点止疼药，没往心里去。今
年4月份，孙先生的胃又开始疼
起来，于是去镇上的医院做胃
镜，结果显示是胃炎，医生给他
开了一些药，但是吃了一段时
间，病情依然不见好转。孙先生
又去找医生开了些养胃中药然
后回家静养。

8月3日，孙先生突然右上腹
疼痛、发烧，考虑到半年多病情
都不见好转，孙先生就到沂源县
人民医院做全面检查，经CT检
查，他的肝右叶有脓肿，而且肝
脏阴影部分长有一长形的异物。
8月7日，沂源县人民医院普外科
主任张怀华和医护团队给孙先

生实施了手术，手术圆满成功，
令所有人吃惊的是异物竟然是
一根长约5厘米的鱼刺。

据悉，孙先生平时干体力
活，吃饭时间短，速度快，半年前

有次吃鱼被鱼刺卡住，就吃了几
口馒头硬吞下去，因为鱼刺太粗
胃液无法消化，胃又不断蠕动，
导致鱼刺刺破胃进入肝脏。张怀
华表示，像孙先生这样异物进入

肝脏的病例非常少，目前全世界
也不超过6例。鱼刺卡入肝脏容
易引起感染，如果时间一长，也
有危及生命可能。目前，孙先生
术后恢复良好，已痊愈出院。

据医生介绍，儿童扁桃体
较大，鱼刺容易卡在口咽部，
尤其是扁桃体。而对成人来
说，鱼刺除了容易卡在扁桃
体、舌根部外，还易卡在会厌

谷、梨窝状及食道入口处。一
旦鱼刺梗在食管狭窄处，危及
周边大血管，随时有大血管破
裂的风险。

被鱼刺卡后6小时内诱发

感染最轻，及时就诊是关键。对
于鱼刺如何处理，多数市民都
有这样两个误区：一是强咽饭
团，二是吞醋化鱼刺。前者的方
法不但无效，而且带有危险性，

因为鱼刺扎入咽喉或食道粘膜
时吞下饭团，只会使鱼刺扎得
更深。后者喝醋也不适合，因为
醋在食道内无法停留，无法达
到软化鱼刺的目的。

鱼鱼刺刺卡卡喉喉喝喝醋醋吞吞馒馒头头都都不不靠靠谱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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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刺卡喉处理不当

会夺人性命

今年1月，杭州一名男子被鱼刺
卡喉窒息身亡。在生活中，很少有人
会将鱼刺卡喉与死亡联系在一起。

淄博市中心医院北院区耳鼻喉
头颈外科主任王惠忠介绍，通常食道
入口处比较狭窄，有时鱼刺会被带到
胃里，有时则会卡在食道中段，如果
不能及时取出，会引发炎症损伤食
道，导致食道穿孔，得不到及时治疗
就会危机生命。

鱼刺卡在咽喉时会有刺痛、不适
感，刺激咽部黏膜引起充血水肿而剧
烈咳嗽，而鱼刺停留越久，越可能引
发炎症或穿孔，造成胸腔感染。如果
鱼刺卡在咽喉部，没有及时取出，容
易导致喉头水肿出现呼吸困难的症
状，得不到及时治疗会出现窒息。

如何避免

被鱼刺卡住

医生提醒

通常吃鱼爱卡刺的人，习惯用
臼牙嚼鱼肉，而吃鱼不易卡刺的人，
通常先用门牙吃鱼。

比如用筷子夹住鱼块，不是先
塞到臼齿处，而是往门牙处送，用门
牙一次咬下一小块，感觉到断口处
有鱼刺，可用手或筷子将其夹出来。
小块内的鱼刺，则要结合上下嘴唇、
上下门牙和舌尖，将鱼刺和鱼肉分
离，鱼肉送到臼齿处磨碎，鱼刺用嘴
唇抿至唇外吐出来。这种上下嘴唇、
上下门牙和舌尖协调一致的动作，
只要长时间练习，就可以避免被鱼
刺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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