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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关于高锰钢烧水壶会析
出锰，让人变傻、变痴呆、致癌的说
法在微信朋友圈里被广泛传播，甚
至掀起了一波“换水壶”潮。高锰钢
电水壶真的会危害人体健康吗？

中国工程院院士、冶金专家、
东北大学教授王国栋表示：“大家
对高锰钢电水壶有害健康的担忧，

主要表现为对锰中毒的误解。锰中
毒主要发生在通过呼吸系统摄入
过量锰的氧化物。用高锰钢电水壶
烧水时，无含锰的氧化物发出，并
且通过煮水析出的锰含量非常微
小，还不如食品和自来水等物品中
的含量高，因此不会产生对人体有
害的情况。”

关于锰与人体健康的关系，王
国栋表示，适量的锰对人体有益，但
是过量摄入锰对人体有害。例如，电
焊时产生的烟雾，含有锰的氧化物，
不能长期吸入，应戴口罩加以防护。
但是，用符合标准要求的200系不锈
钢烧开水，无含锰的氧化物气体发
出，对人体没有害处。（中国青年报）

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受贿案
一审开庭

30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
庭审理了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
敏受贿一案。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
公诉，王敏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4年至2014年
5月，被告人王敏利用其担任山东省委副秘书
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山东省委常委、省委
宣传部部长、省委秘书长、济南市委书记等职
务上的便利，为山东诚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赵晋等单位和个人在房地产开发、
职级晋升、工作安排等事项提供帮助，本人直
接或通过其妻王丽英非法收受上述人员给予
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805.103万元，应以受
贿罪追究王敏的刑事责任。

法庭上，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王敏
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充分发表了
意见，王敏还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
罪悔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各界群众六十
余人旁听了庭审。

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据新华社

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受贿案
一审宣判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30日对海南省
原副省长冀文林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对冀文
林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100万元。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
明：2000年下半年至2013年1月，冀文林在担任
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办公室副主任、秘书，公安
部办公厅副主任、秘书，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秘书，海口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职权、
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直接或通过其他国家工
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等单
位和个人在申请认定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获
得工业扶持资金、工作调动等事宜上提供帮
助，非法收受或索取上述单位和个人财物共计
折合人民币2046万余元。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冀文林身
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
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
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
行为，为相关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或索
取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根据冀文林受
贿的数额和情节，鉴于其归案后主动交代办案
机关尚不掌握的全部受贿事实，揭发他人犯罪
经查证属实，构成自首和立功，认罪、悔罪，积
极配合追缴赃款赃物，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据新华社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
道，随着通讯手段的越来越发达，
很多人几乎不再写信了。而邮筒
对于很多现代人来说也被归入

“老物件儿”的行列了。在南京街
头，有800多个邮筒，它们中很多
一整天都不会有一封信投递。不
过，南京市邮政部门表示，尽管使
用率不高，南京的邮筒还是会“坚
守”。不仅数量不会减少，反而总
体趋势还会增加。

在南京汉中门大街和嫩江路
路口，就有一个邮筒孤零零地站
在路边，不仅被往来的路人忽略，
就连附近的居民都表示，几乎从
来没有看见过有人向邮筒里投
信。甚至有的市民会有这样的担
心，如果把信投到邮筒里面，现在
每天还有邮递员来收信吗？

写信的人越来越少，像这样
的路边邮筒，会慢慢消失吗？南京
邮政部门介绍，近年来市民投信

的数量的确在不断地减少。相对
来说，学校和邮局门口的邮筒使
用效率较高。而有的路边邮筒，一
整天都收不到一封信。不过，邮政
部门还是会坚持每天上午和下午
各开一次箱取件。

南京邮政投递局副局长李宁
说，“虽然总的需求量减少，但南
京作为一个大城市，外来人口还
是比较多的，所以信箱筒的设置
是方便全社会。”目前全南京大概

有800多个邮筒，其中主城区大概
有500多个。作为城市基础设施，
这些邮箱筒不仅不会减少，总体
趋势还会增加。

李宁表示，“新城区建得比
较快，过去大片的农田现在建成
楼房，在这些区域我们会设置新
的邮筒。老的城区，有的厂房企业
迁走了，需求减少，我们可能会少
量地拆除一些。”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俗话说，健康是走出来的。
通过走路，使脚得以活动和受到
锻炼，是一种非常好的健身方
式。双星名人鞋业在专业运动鞋
的基础上开发出的中老年健步
鞋，通过其舒适、合脚、轻便、防
滑等特点，让中老年人爱上走
路，爱上运动。

为了让市民以更实惠的价格
买到中老年健步鞋，从上周五开
始，成都商报买够网携手双星名
人鞋业推出了一场特卖会。过硬
的质量，亲民的价格，让健步鞋特
卖会一连几天都火爆异常，许多
市民不仅自己买了，又带着亲戚
朋友来买，“这鞋确实好穿，而且
才一百多元，划算得很！”

买够网产品经理高伟表示，
健步鞋特卖会将持续到周五下午
5点，感兴趣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来
试穿下单。

好轻便 老两口买了4双鞋

“我们周末出去耍了，回来
的路上他一直在说鞋子不好穿，
太重，要换一双。我想起你们正
在搞中老年健步鞋特卖会，就和
他一起过来看看。”昨日上午，60
岁的乔阿姨和老伴一起来逛特
卖会，两人各自选了一双健步鞋
上脚试穿，在地上走了几步后，
乔阿姨高兴地说，“这鞋子比我
之前买的运动鞋都轻便，这下出
门散步，清明踏青，再也不怕走
久了脚底不舒服了。”老两口很
满意，每人选了两双，“一个颜色
一双，换起穿，安逸！”

“我65岁了，到了这个年龄，
什么都没有健康重要。”从浅水半
岛小区特意赶来特卖会的张先生
也是买了4双鞋子。张先生说，他
平时喜欢在朋友圈“晒步数”，他

感觉这健步鞋非常适合徒步，很
轻便，防滑性也不错，所以他不但
给自己买了两双，还给老伴买了
两双。

好火爆 补货2000双继续卖

“这是买够网首次特卖中老
年健步鞋，为方便市民朋友，我
们特意将此次特卖会的时间从3
天延长至8天，没想到每天都卖
得十分火爆，以至于我们首批准
备的鞋子才卖了两天，就有部分
鞋码断货了。”高伟说，鉴于市民
的购买热情非常高，有些老年人
来了一次又一次，并表示马上就
要清明小长假了，想买到合脚的
健步鞋出游，因此买够网产品团
队和供货商协调后紧急从仓库
调货2000双。本周二，补货已经
全部到位，欢迎大家继续前来试
穿选购。

高伟介绍，这款健步鞋的男
款、女款都有几个颜色可以选，所
有鞋子都是从“双星工厂”直达买

够网特卖会，省去中间层层加价
环节，因此不仅保证品质，价格更
是超级优惠，每双仅售148元。

买中老年健步鞋 还是来买够网特卖会划算
健步鞋都是“双星工厂”直供，特价148元/双

双星名人是我国著名鞋企，有着30多年
的制鞋经验，积累了10000多名中老年人脚
底的形状数据，采用先进的制作技术研发出
适合中老年人行走和运动的专业健步鞋。

大家别小看这款健步鞋，它蕴含了很多
尖端技术。比如防撞的圆头鞋尖，专门按照
中老年人的脚型设计，保护脚趾；鞋底的橡
胶采用了与飞机起落架轮胎相同的橡胶技
术，抓地力、防滑性和弹性都特别好。

双星名人中老年健步鞋有六大特点：
（1）安全性高，耐磨防滑；（2）轻便，一只鞋
只有三个鸡蛋的重量；（3）透气性好，不捂
脚；（4）穿脱方便，不用弯腰系鞋带；（5）鞋
面柔软，甚至能团成一团塞进杯子里；（6）
鞋底有弹性，走路鞋底像有小弹簧，保护
脚跟。

时间：2016年3月25～4月1日10：00~18：00
地点：锦江区书院西街1号亚太大厦4楼

（大慈寺斜对面，原锦江区政府大院背后）
公交：3、4、6、8、20、37、49、58、81、98、

152、154路均可抵达附近
地铁：2号线春熙路站下，往红星路二段

方向步行可到；4号线市二医院站下，往书院
西街方向步行可到。

咨询电话：028-86626666

双星名人健步鞋 为何受欢迎

如何甄选
“合格”不锈钢水壶？
●认准“GB9684”
需首先留意容器内外壁的

“GB9684”字样。如果有此标识，
代表此容器符合不锈钢制品的
国家标准。

●“磁铁”验证
同时，专家还建议消费者在

购买不锈钢产品时可自带“磁
铁”，进行验证：将磁铁靠近被检
测炊具，凡是具有吸力（包括吸
力较弱），则基本可认定为不合
格不锈钢。

●优质不锈钢
对于对生活品质要求更高

的消费者，专家建议，目前300系
（包括媒体广泛宣传的 304 钢）、
400 系不锈钢均属于优质不锈
钢，建议选择。 据新华社

日前，一则题为“请马上停用家中不锈钢电水壶，不然
孩子会变笨”的网文刷爆朋友圈，称江苏省质监局发布报
告指出“55.6%的电水壶产品存在使用高锰钢的问题”，文
章据此推定，高锰钢存在锰析出的更大可能性，或对人体
神经系统产生危害，这一结论在网民中引起一阵“恐慌”。

食品、冶金专家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表示，合格热水
壶不会危害人体健康，并指出江苏质监部门抽样采用4%
乙酸作为食品模拟液的不当之处。

29日上午，江苏质监局对17日发布的“2016年电水壶
产品风险监测质量分析报告”做出回应，称其是按照上级
部门部署开展的质量抽检与风险监测工作，对记者提出
的“食品模拟物”等试验细节并未给出回复。

不锈钢热水壶烧水对人体神经系统有没有危害？权威
部门的检测有没有问题？带着疑问，记者对此展开调查。

网络媒体“发力”
烧水壶变成毒水壶？

记者梳理发现，网文始于江
苏省质监局3月17日发布的“2016
年电水壶产品风险监测质量分析
报告”。报告首段中指出，此次抽
检发现的主要问题是“55.6%的电
水壶产品锰含量在10%左右，存
在使用高锰钢的问题”。

报告还指出，此次对45个批
次进行了锰析出量的检测，其中
有25个批次材质为高锰钢，多为
不知名品牌，反映了电水壶产品
生产企业在选择壶身不锈钢材料
时存在把关不严，为追逐利益降
低成本选用廉价高锰钢的现象。

紧接着，19、20日，广东省某
地一家电视台栏目中，一位博士
表示，用“高锰钢”制成的食品容
器在加热时会造成“锰”溶出，并
说长期超量摄入锰，会损伤人体。
各地方媒体及网站也纷纷报道，
称“不锈钢热水壶烧的水危害人
体健康，有致癌、变傻风险”。

21日起，无数微信公众号、
网络媒体开始“频频发力”，“毒
热水壶”事件持续发酵：带有“细
思极恐”“这水喝了变傻致癌”等
关键词的系列文章充斥网络，

“高锰钢”所制烧水壶也由此正
式变身“毒水壶”。

不少网民也由观望进而恐
惧，甚至不断有市民加入到“丢
水壶”的队伍中。

明明是烧水的壶
为什么不用水检测？

记者研读这篇检测报告发
现，试验中食品模拟物采用的是
4%乙酸食品模拟液而不是日常用
的水。明明是烧水的壶，为什么要
用4%乙酸食品模拟液来检测？

首都师范大学化学系副教授
叶能胜提出，江苏这份质检报告
中，食品模拟物使用的是“4%乙
酸食品模拟液”。而根据国家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GB31604.1－2015》，在《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迁移试验通则》中“对食品模拟物
的选择”中明确要求，“当食品接
触材料为水性食品中的非酸性食
品（PH〉＝5）时，食品模拟物应当
为10%（体积分数）乙醇或水。”叶
能胜说，用4%乙酸测定热水壶原
材料中锰的含量，所得结果会比
用水进行试验的结果偏高。如果
检测仅用于烧水的电热水壶时，
测试液体用水为正确的检测方
法，选择不同的食品模拟物或对
试验结果的精确度产生影响。

记者追问，为什么没有使用国
家标准要求的“水”作为测试液体，
而是用4%乙酸食品模拟液进行检
测，江苏省质监局未作回应。至于
市场上售卖的热水壶原材料中锰
含量究竟是多少，还需等待更加精
确、权威的试验检测结果。

多位冶金专家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不排除市面上售卖的“不
锈钢热水壶”存在含有高锰钢的
现象，但即便如此，合格不锈钢电
热水壶不会危害人体健康。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办公室
主任陈新良介绍，从专业的角
度，合格不锈钢产品经过加热，
达到水沸腾时的温度为100摄氏
度，不可能析出过量锰；同时，即
使沸水中有了重金属元素，因人
体内没有金属消化酶，也无法吸
收水壶原材料中的锰元素。

“毒热水壶事件”引发了公
众对饮水安全、家用炊具选择的

关注。有受访市民表示，网上过
一段时间就会疯传涉及用具安
全、饮食饮水安全的报告，这些

“善意的提醒”也给生活增添了
不少困扰。百姓非常期盼监测报
告更加精准、完善。

对此，业内人士建议，质检
报告的出具机构及权威部门进
行检测时需规范操作，同时，具
备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如
理化分析测试中心）可扮演“监
督者”的角色，在辟谣中发挥影
响与效应。此外，媒体传播应努
力做到理性，先调研后发声，以
免在公众中形成恐慌。

一整天没收到一封信 邮筒还是会继续“坚守”
写信的人越来越少，路边邮筒会消失吗？南京邮政部门称不会减少，总体趋势还会增加

合格不锈钢产品烧开水
不可能析出过量锰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国栋：

符合标准的高锰钢电水壶无害

风波 检验 结论 支招

传闻/
带有“细思极恐”

“这水喝了变傻致癌”等
关键词的系列文章充斥
网络，“高锰钢”所制烧
水壶也由此正式变身
“毒水壶”。

追问/
●55.6%的不锈钢

热水壶中锰的含量高达
10%，这一试验结论如何
得出的？

●检测试验有没有
问题？

●高锰钢对人体有
无危害？

新华社调查“毒热水壶热水壶””风波风波

打开热水壶
并无“锰”料

国台办回应
“近期会否邀请洪秀柱来访”

针对洪秀柱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国台办
发言人安峰山 30 日应询表示，希望国共两党
继续在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推进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造福两岸同胞。双方会进一
步沟通协商，积极推动两党平台运作及各层级
交流互动。

有记者问：洪秀柱日前当选中国国民党主
席，请问大陆方面对未来国共两党关系有何评
论，近期会否邀请洪秀柱来访，今年两党会否
继续举办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安峰山在答问时
作上述表示。

安峰山说，洪秀柱女士当选中国国民党主
席当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向其发出贺
电，洪秀柱主席随后复电。双方回顾了2008年
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的成果，就继续秉
持民族大义、坚持“九二共识”、巩固互信基础、
加强交流互动、共同维护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
展、增进两岸同胞福祉达成积极共识。

中国国民党30日在台北中央党部举行党
主席就职典礼，洪秀柱正式接任国民党主席。
洪秀柱在就职谈话中表示，她深知国民党目前
处境的艰难，由于近年来党的中心思想乃至整
体发展策略都深陷泥淖，以致无法凝聚民心，
无以应对对手政党的步步进逼，终使党陷入进
退失据的处境。希望大家精诚团结，让全党因
惕励改革而蜕变茁壮，因无私团结而展现崭新
的气象。

3月26日，国民党举行党主席补选投票，
洪秀柱获得78829票，得票率超过56%，成为国
民党首位女性党主席。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