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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成都市发改委
会同市国资委、市金融监管
局、人行成都分行营管部，召
开2019年成都市企业债券融
资专题培训班。市级政府投资
公司、区（市）县政府投资公司
负责同志，各区（市）县政府分
管领导，发改、国资部门相关
负责同志及部分民营企业代
表参加了此次培训。

为进一步拓宽企业融资

渠道，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国
家发改委财金司相关领导、天
风证券相关专家为参训人员
授课。专家们对企业债券宏观
形势及政策、国有企业融资形
势进行了解读，对企业债券操
作要点、资产证券化申报难
点、注意事项、成功案例等进
行了分享。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伟铭

市民错误服用
结果病情加重

不久前，就有市民喝了藿
香正气液不仅没好，反而病情
加重，不得已到就近的成都市
第二人民医院寻找专业医生
治疗。医院中医科主任周勇接
待了这位患者。

口干舌燥、恶心、大便干
结，这位患者得了热伤风，服
用了藿香正气液后，不良症状
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加重了。
周勇告诉这名患者，他应当立
即停止服用藿香正气液，因为
这种药物的使用范围有限度，
盲目服用是不恰当的。在周勇
的印象中，错误使用藿香正气
水的病例，以前也有。

预防中暑就喝它？
有人说它包治百病

夏天到了，中暑的人多起
来，头晕乏力、恶心呕吐……
这时没有什么比来一瓶“藿香
正气水”更让人感到安心的
了。因此，有人认为，每到夏天
出门前，市民何先生就会拿出
抽屉里的藿香正气液，一瓶不
够就多喝几瓶，“我从来都是
这样喝的，没问题！”

对何先生来说，藿香正气
液几乎“包治百病”，这是他从
小到大的观点。稍有些不舒服
就喝上一瓶，喝完还有效果，
因此这种普通药房随处可见
的非处方药，成了家中必备。

何先生的观点并不是孤
例，网友珊小车表示，“不管我
说哪里不舒服，我妈都会让我
爸找一瓶藿香正气水给我，在
我妈眼里，大概藿香正气水包
治 百 病 。”网 友 桑 口 桑 口
2333：“早上起来还是头疼，怒
喝一罐藿香正气水，在我心
中，这药可以治百病。”网友我
才不要被你发现呢也表示，

“每个夏天必备，没事也要喝
两瓶预防一下。”“没有什么是
一瓶藿香正气水解决不了的，
大不了两瓶！”网友第一个小

号0426说。
记者随机选择了一款藿

香正气口服液，其功能主治
一栏写道：解表化湿，理气和
中。用于外感风寒、内伤湿滞
或夏伤暑湿所致的感冒。至
于藿香正气水能否预防中
暑？适用于哪些病症？到底该
如何正确服用呢？周勇向记
者做了详细说明。

专家说法：
藿香正气水可治疗暑湿
但不能预防中暑

藿香正气水可以治疗暑
湿，但并没有预防中暑的效
果。周勇说，中医讲“暑必夹
湿”，炎热的夏天，藿香正气
水确实可以治疗这种情况下
的暑湿。但是要说预防中暑，
这种药物是办不到的。如果
在人体正常情况下随意服用
藿香正气水，可能会带来一
定的安全隐患。正确预防中
暑的方法，周勇表示，应当是
及早降温、补水并保持空气
流通。

藿香正气水主治肠胃型
疾病，并非包治百病。周勇说，
它不仅不包治百病，从根本上
讲，其主要是用来治疗胃肠型
感冒和病毒性急性胃肠炎的，
和胃肠有关。平时肠胃胀气、
恶心想吐、胃口不好可以服用
该药。因此，像风热感冒以及
非胃肠型的风寒感冒服用这
种药物，并没有治疗功效。大
部分人在夏天中暑，多属于湿
暑，伴有头晕、恶心、想吐、腹
泻等症状，遇到此类中暑才可
使用该药。

需要注意的是，藿香正气
水和藿香正气液还有区别。

“和藿香正气液不同，藿香正
气水含有酒精，因此有更多禁
忌。”周勇说，喝了藿香正气
水，第一需要注意的是不得立
即服用头孢，不然会引发中
毒；第二、不得马上开车，否则
会影响安全驾驶，涉嫌酒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端午节即将来临，马鞍东路粽
子一条街又热闹起来了。挑选粽子，
你重在选品牌还是口味，还是更关
心食品安全？5月29日，金牛区驷马
桥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所把四川食
品安全快速检测车开到了粽子一条
街，对粽子的重金属含量、农药残
留、食品添加剂、亚硝酸盐等进行现
场检测，下午四点，负责检测公司传
来部分样品的检测数据，快检的7
个样品全部合格。

检测人员建议，有异味、外观漏
料、煮熟的粽子粽叶颜色明显青绿的
这三种粽子不要买。

现场检测是否含重金属

上午 10 点，粽子一条街开始热
闹起来，来购买粽子的人络绎不绝，
不少商家现场包粽子，检测人员随机
抽取商家，把泡发糯米装进塑料袋，
拿到检测台进行检测，记者现场看
到，检测人员先把糯米倒进杯中，用
矿泉水和洗脱液泡五分钟。

“现在检测糯米是否含有重金
属。”检测人员李辉说，在大米种植过
程中，如果土地污染严重，糯米中就
可能存在重金属铅超标，此次快检用
比色法检测，即通过洗脱液把大米中
的重金属提取到溶液中，然后倒入一
些试剂，通过观测颜色的变化，看是
否含有重金属铅。

他手中的一张比色卡显示，随着
重金属铅的含量增加，颜色加深。

五分钟后，他把泡过糯米的液体
倒入另外一个量杯，先后加入四种不
同颜色的试剂，几分钟后，量杯的液
体呈现淡橙色，与比色卡对比，铅的
含量低于0.15mg/kg。

“这种比色法只能定性为有没
有，具体含量多少要回到实验室再进
行检测。”李辉说，粽子重金属铅含量
低于0.2mg/kg为合格。

7个样品全部合格

据了解，马鞍东路粽子一条街，
一共有卖粽子的商户60多户，90%都
是卖手工粽子，当天，检测单位一共
抽取了七八家商户，每家商户 4 到 5
个样品进行检测。

金牛区驷马桥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所所长刘大泉介绍，把食品安全
快速检测车开到现场检测粽子，这是
首次。“以前我们是现场取样，拿到实
验室做检测，这一次是希望可以让百
姓看到检测过程，吃得放心。”

据了解，此次粽子检测项目包括
重金属铅、防腐剂、农药残留、亚硝酸
盐、硼砂、菌落总数等指标含量。

检测人员周运柯说，为了延长粽
子的保质期，有的商家可能会加入防
腐剂，加硼砂则是为了美化粽子的口
感，让粽子吃起来更有嚼劲。

“此外，有的商家为了粽子看起

来更有卖相，会用硫酸铜泡粽叶，被
泡过的粽叶看起来很新鲜，很绿，而
硫酸铜是有毒性的。”检测人员李辉
说，除了重金属铅之外，其他的快检
和法定检测，都需要回到实验室做。

下午四点钟，检测人员给记者传
了部分快检数据，数据显示，来自婆
婆鲜味粽、李婆婆鲜粽、邓氏粽子、陈
氏肉棕四家商户的 7 个样品全部合
格。而硼砂和菌落总数的快检结果没
有出炉。“还有实验室（法定）检测结
果，全部结果出完可能要7天或者两
个礼拜时间。”刘大泉说。

为什么全部都合格？李辉解释
说，“粽子一条街的大部分都是现做
现吃，只要原料没有问题，基本上都
是合格的，有害物质主要是在存放过
程中产生的，如霉菌。”

刘大泉表示，一旦检测到违禁添
加物，商户将被移送司法机关。“如果
检测出超标，将处以5万以上的罚款。”

香港特区政府土木工程
拓展署29日与四川省自然资
源厅在港签署地质灾害风险
管理技术交流合作备忘录，加
强两地地质灾害风险管理技
术合作。

香港特区政府土木工程
拓展署署长刘俊杰与四川省
自然资源厅副厅长冯斌签署
了合作备忘录。根据备忘录，
双方同意促进两地在地质灾
害风险管理方面的技术交流，
致力开拓地质灾害防治技术
的科研合作，以及加强相关领
域的人才培训合作。

在签署仪式后，刘俊杰表

示，香港与四川同样面对山体
滑坡灾害的威胁，因此两地一
直就地质灾害风险评估、监测
预警、灾害防治及公众安全教
育等范畴紧密合作。土木工程
拓展署去年在四川开设首个
在内地的长期展览场馆，分享
香港在防治地质灾害方面的
经验和成果。

刘俊杰说，合作备忘录有
助于进一步加强两地技术交
流、科研合作及人才培训，从
而提升两地地质灾害风险管
理系统，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
准备，共同缔造安全宜居的环
境。 据新华社

预防中暑就喝藿香正气水？
错错错！

医生：藿香正气水主治肠胃型疾病，不能预防中暑，
胡乱服用或加重病情

夏季来了，很多人习惯家里常备藿香正气水以防中暑，有
事没事喝上一瓶，不行就两瓶。

但藿香正气水真的那么神吗？不仅预防中暑，还如老一辈
的所说，“包治百病”？

答案是：错！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周勇告诉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藿香正气水主治肠胃型疾病，不能预防
中暑，胡乱服用，可能会加重病情。

香港与四川签署
地质灾害风险管理技术

交流合作备忘录

成都市企业债券融资专题培训班召开

端午将至端午将至
快速检测车开到“粽子一条街”

检测人员提醒：遇到三种粽子千万别买

如此“精准营销”

遭了
王均（化名）是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的销售主管，今年年初调到遂宁某楼盘任职。因为工

作便利，他能收集到大量看房客户的信息，包括姓名、电话、住址，甚至客户为何愿意买房、
为何不愿意买房等信息，然后，他将这些精准信息，以5元钱一条的价格，对外出售。

5月29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四川遂宁船山警方获悉，日前，警方成功破
获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4名，查获公民个人信息数量一百
万余条。王均目前已被批捕，其余三人也被刑拘。

警方介绍，公民个人信息泄露，来自于多方途径，只要公民提供了自己的详细信
息，就可能出现信息泄露，这就要求各单位必须加强管理，确保客户个人信息的安全。

这个房产销售主管这个房产销售主管

收/ 利用担任主管的职务便利，收
集到大量看房客户的信息，包括姓
名、电话、住址，甚至客户为何愿意
买房、为何不愿意买房等信息

卖/
一般的公民个人基本信息，比

如只有姓名、电话、地址等，都是打
包出售，一般卖1000元-2000元
一次，而一些精准的客户信息，则
是单独5元钱一条

换/
除了自己收集自己的客户资

料外，还会从其他楼盘的销售人员
处购买，或者进行信息交换，靠着
精准营销，达到年薪百万

售卖/“打包信息”卖一两千“精准信息”5元一条

“前段时间，我们接到群众举
报，称有一名王姓男子在出售公民
个人信息。”29日，遂宁市船山区公
安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接到举报
后，船山公安分局高度重视，网安大
队立即组织专班，抽调精干警力立
即对该线索展开调查。

经过调查，锁定了在遂宁安居
区某楼盘担任销售主管的王均，并
将其抓获。经查，王均是重庆人，以
前在重庆从事房产销售工作，今年
年初才调任安居区某楼盘任销售
主管。

办案民警介绍，在抓捕王均
后，民警在其电脑及手机上，发现

多个存储公民个人信息的文档，仅
“重庆主城9区”的文件夹中，便存
储了多达15万条的公民个人信息。
此外，在王均的手机上，民警也发
现大量的交易记录。

“一般的公民个人基本信息，
比如只有姓名、电话、地址等，王均
都是打包出售，如‘重庆主城9区’
的文档，他一般卖1000元-2000元
一次，而一些精准的客户信息，则
是单独 5 元钱一条。”办案民警介
绍，所谓精准客户信息，则包含了
姓名、电话、地址，以及客户为何买
房，为何没有看中这个楼盘等等详
细的信息。

收集/ 进行信息交换 靠“精准营销”年薪百万

办案民警发现，在这些公民个
人信息中，几乎都是小区业主信息
以及看房者的信息，而精准客户信
息，则多是王均自己收集的。

“他利用担任主管的职务便
利，让售楼人员在和客户交流时，
除了要登记意向客户的基本资料
外，如果客户购买了房屋，售楼人
员就需要搞清楚为何购买。如果没
有购买房屋，也要搞清楚对方是什
么原因没有购买，比如要看看其他
楼盘，或者资金不足等等，然后将
这些信息备注在客户资料中。”办
案民警说。

据办案民警介绍，王均除了自
己收集自己的客户资料外，还会从
其他楼盘的销售人员处购买，或者
进行信息交换。因为这些精准客户

信息透露了太多信息，比如一名客
户可能没有看中其他楼盘，但可能
会看中王均所在的楼盘，于是王均
就会根据备注信息进行精准营销。

“他就是靠着精准营销，收入
非常高，甚至达到了年薪百万。”办
案民警说，王均不仅和另外楼盘的
销售人员进行交换和买卖信息，还
会将信息卖给中介公司、装修公
司、贷款公司等。

民警在抓获王均后，又根据王均
的交易记录，顺藤摸瓜，将在王均处
购买信息的蔡某、廖某抓获，同时，出
售个人信息给王均的赵某也落网了。

29日，记者获悉，目前，涉案四
人中，王均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
捕，其余三人也被刑事拘留，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警方提醒：
买卖个人信息5000条以上 就触犯刑法

29 日，警方介绍，公民个人信
息泄露，来自于多方途径，只要公
民提供了自己的详细信息，就可能
出现信息泄露，这就要求各单位必
须加强管理，确保客户个人信息的
安全。

办案民警介绍，根据相关法律
规定，买卖公民个人信息5000条以
上，或者金额5000 元以上，就触犯
了刑法，如果买卖公民个人信息
50000条以上，或者金额50000元以
上，就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而王均是利用个人职务便利
收集、买卖公民个人信息，属于从
重处罚，买卖公民个人信息2500条

以上就已经触犯刑法了。”民警说。
民警提醒，日常生活中，公民

长期接到装修公司、贷款公司、中
介公司等等电话，都说明自己的信
息已经被泄露了，除了相关单位要
加强管理保护客户个人信息外，公
民个人在对外填写自己个人信息
时，也一定要慎重，不要轻易透露
自己的个人信息。

“如果公民的个人信息被违法
犯罪分子获得，可能就会出现诈骗
等案件，那时候的损失就更大了。”
办案民警说。
李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图据警方

李辉表示，粽子一条街的粽子大部分都
是现做的，消费者选择时要多注意原料糯米
的状态，看有没有变色，发霉等现象。

具体而言，以下三种粽子不要买：第一，
闻气味，有异味的不要购买；第二，外观漏
料，能直接看到馅料的不要买，真空包装漏
气的不要购买。“粽叶破损，或者没有包好露
出馅料的很容易被污染。”第三，煮熟的粽子
粽叶偏淡黄色，颜色异常明显青绿的不要购
买。“粽叶在高温蒸煮的过程中会发生褐变
反应，颜色由绿色变成淡黄色，明显青绿的
可能用硫酸铜浸泡过，这一点我们在煮的时
候也可以辨别，在煮的过程中，水的颜色会
有变绿的现象。”李辉说，如果是自己买粽叶
包粽子，建议用正常风干的粽叶包比较好，
粽叶在存放过程中有些有害物质如农药残
留等会挥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美兰
摄影记者 陶轲

三种粽子不要买

检验人员进行检测

王均正在接受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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