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琪玛里混进了毒硼砂

长期摄入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河南十多家黑厂被央视曝光

12日， 央视曝光河南十多家沙琪玛

加工厂为保证产品低价、保质期长，在生

产过程中添加有毒化工原料硼砂, 部分

产品流向兰州、北京、河北等地。13日上

午， 记者在北京市回龙观城北批发市场

发现大量被曝光厂家生产的同类产品，

市场方立即做下架处理。

据央视《第一时间》报道，在河南省

郑州市、新乡市,十多家沙琪玛加工厂生

产的沙琪玛外表鲜亮，价格相当便宜，其

中一家3.7元每斤。多名厂商承认，在沙琪

玛的生产过程中添加了硼砂。

经检测，这些沙琪玛中均含有硼砂，

最多的每公斤沙琪玛中硼砂含量竟达到

了4.62克，而在正常情况下，成人一次摄

入1至3克硼砂即可中毒。

被曝光企业中包括郑州市管城区十

里河镇柴郭村润龙食品厂等十余家，沙

琪玛品牌有“许富记”、“喜羊羊”、“特美

牌”等。

事后， 郑州市工商等部门成立联合

调查组，对不良厂商将严厉打击。

硼砂 化学名四硼酸钠，是一种有毒化工原料，长期摄入会对人体的肝脏、肾脏

及神经系统造成伤害，已被国家明令禁止在食品生产中添加。

把沙琪玛在水中浸泡，然后取其溶液滴到5%的姜黄试纸条（化学品商店有售）上，

试剂显色反应后，吹干、目视对比就能见分晓。颜色越深，硼砂含量越高。

■据法制晚报

中海油辽宁绥中36-1油田中心平台12日凌晨发生中控故障，导致少量原油落海。

记者13日中午赶到事发现场看到，清污基本结束，海面上已很难见到油膜。

中海油辽宁绥中36-1油田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海上油田之一。 记者13日从中海油

有限公司获悉，13日14时15分，绥中36-1油田开始逐步恢复生产。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记者 罗沙）

国家海洋局13日表示，蓬莱19-3油田发

生溢油事故以后， 康菲公司到目前为止

采取的溢油处置措施大多是临时性的、

补救性的， 并不能彻底有效地消除溢油

风险，再次发生溢油的可能随时存在，国

家海洋局责令康菲公司立即停止蓬莱

19-3油田B、C平台的油气生产作业活动。

近日，国家海洋局通过卫星遥感、海

监船舶与飞机等监视手段发现， 并经海

监执法人员现场监视监测证实， 蓬莱

19-3油田B、C平台连续多日有油花冒

出，附近海域仍有漂浮油带，海底探测还

发现B平台附近海域仍有可能发生溢油

的迹象， 已对渤海海洋生态环境构成巨

大威胁。

国家海洋局13日责令康菲公司立即

停止蓬莱19-3油田B、C平台的油气生产

作业活动， 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彻底排查

并切断溢油源， 彻底排查并消除再次发

生溢油的风险。在溢油源未切断、溢油风

险未消除前，不得恢复作业。同时要求康

菲公司将有关溢油事故信息及时向国家

海洋局报告，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堵漏太慢，康菲两油井被叫停

蓬莱19-3油田连续多日冒油花，随时可能再次出现溢油

这是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C平台。 新华社 图

四天三故障，京沪高铁又趴窝了

铁路部门：遇故障会自动停车，不会危及旅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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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发生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学位门”

事件在网络中引发高度关注，将该校推上舆论

浪尖。据网民披露，今年，这所学校近8000名

毕生中，有近800人没能获得毕业证书按时毕

业，占总人数约一成。而作为民办独立学院的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却有1881名学生“顺

利”获得华中科技大学学士学位。

一名叫“为啥”的网民质疑：“为何这样有

名的高校不顾自己的声誉向独立院校发出这

么多学位证？这样庞大的数字背后，是否存在

‘卖学历’现象？”

针对记者有关“其中是否存在卖学历”的

疑问，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相关负责人表

示，他不清楚内情，无法回应。华中科技大学也

没有对此质疑做出任何公开回应。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有关负责人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上世纪末开始，在高校

扩招的大背景下，全国陆续出现了民资与名校

合办的独立学院。华中科技大学也与社会力量

合作主办了两所独立学院，即华中科技大学文

华学院和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

这种独立学院虽然走的是全国高考统招

（三本）的招生路子，也能给学生颁发毕业证，

但一直没有资格颁发学位证。 基于这种情况，

不少独立学院为了招生的需要，一般都会通过

其挂靠的名牌大学，想方设法给独立学院的毕

业生颁发“母体”大学的学位证。

记者调查发现，与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院

一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也是一所独

立学院，其2011届毕业生中也有937名学生获

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学士学位。

■新华社记者马扬、廖君

正规毕业生无学位，独立学院却有

网曝华中科大卖学位

清污结束，绥中36-1油田复产

13日京沪高铁G114次列车又趴窝

了，在镇江南站停靠2小时后，换车继续前

行。京沪高铁上海虹桥站出发和到达的其

余班次均未受到影响。

京沪高铁开通13天， 在短短4天时间

里就有3天出现问题。7月10日， 京沪高铁

滕州至枣庄段供电线路遭雷击造成接触

网故障，影响北京往上海下行方向12列客

车不同程度晚点；7月12日，京沪高铁宿州

附近因供电设备故障，影响整个京沪高铁

沿线，虹桥站上下行共有50多趟列车受影

响。

据悉，停车发生后，铁道部高度重视，

立刻组织人员分析故障原因， 排查隐患。

铁道部运输局称，京沪高铁有非常高的安

全系数，任何一点故障系统会自动导向安

全。也就是说，发生故障后，列车会自动停

车，以避免列车事故和保障乘客安全。

■据新华社、新民晚报

@郑继伟（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高铁个人体验供参考：准点开准

点到，长途出行可选项之一；舒适平稳，适宜阅读，窗外还有国家地理实时

直播；没有小车的局促和飞机的烦躁。安全系数据说较高，类似停电，备用

系统是有的，门窗是可打开的，空调是不能用的。问题：网络时好时不好，不

好居多；乘务人员来回十几小时站立太辛苦；车站有点乱。 （7.11）

@郑继伟:�高铁再体验：g31准点出发， 因前方触网故障在徐州停留三

小时。车厢内一切正常，空调运行良好。乘客大多平静，刚好停靠车站，不时

下去走走。重新开车后，列车长来解释和道歉。一些旅客退票走人，一些旅

客因盒饭准备不足而不满。疲惫而委屈的列车长偷偷哭了。 （7.12�16：03）

@郑继伟:�cc铁道部：1，高铁是个好东西，要管好；2，高铁是个系统工

程，各部分磨合需要时间，试运行时间要延长，让问题充分暴露；3，站车分

离不好，出现问题时车站不能袖手旁观；两边车站要及时救援停电范围内

的列车；4，信息通畅很重要，顾客的退票和餐饮供应应由车站负责，列车员

要不断提供信息以安抚乘客。 （7.13���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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