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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质水!纯净水!弱碱性水!山泉水!

富氧水!能量水""市场上名目繁多的瓶装

水# 不能再任性地取名了$ 从
&

月
!.

日开

始#%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 开始

实施#其中规定#包装饮用水名称应当真实!

科学#不得以水以外的一种或若干种成分来

命名' 这意味着众多(概念水)将退出市场'

饮用水不能再取!花名"

国家卫计委对新国标进行解读时表示#

除了天然矿泉水有另行的国家标准外#其他

的包装饮用水都将统一纳入此标准' 按照新

国标#市面上在售的包装饮用水只分为饮用

纯净水和其他饮用水两类'

同时# 包装饮用水的标签标识要求清

晰!醒目!持久#使消费者购买时易于辨认和

识读' 包装饮用水的产品名称不得标注(活

化水)!(小分子团水)!(功能水)!(能量水)

以及其他不科学的内容'

另外# 当包装饮用水添加使用硫酸镁!

硫酸锌!氯化钙!氯化钾等食品添加剂用于

调节口味时#需在产品名称的邻近位置标示

(添加食品添加剂用于调节口味) 等类似字

样'

(饮用矿物质水)名称也将不再允许使

用' (矿泉水)即为天然的带有矿物质元素的

饮用水#而(矿物质水)所含的矿物质则是人

为加工食物添加剂#但名称上却很容易与矿

泉水混淆#所以被禁用'

新标准虽然从今天开始实施#但还是给

了在售的包装饮用水一个缓冲期#要求标签

标识自
!/%0

年
%

月
%

日起全面实施' 因此

在此前生产的包装饮用水可以继续销售至

保质期为止'

部分瓶装水提前!变脸"

记者
!.

日在家乐福! 沃尔玛等多家超

市货架上看到# 部分品牌瓶装水已提前行

动#换装上市#存在新老包装共存的现象'

(康师傅)有两种不同包装的瓶装水#一

种仍印有(矿物质水)#另一种则已完全更换

成(康师傅优悦包装饮用水)#并加注有(为

口感清爽甘美# 特加入矿物质类食品添加

剂)字样' (康师傅)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

月该品牌就已率先换标上市#原先的(矿物

质水)销售完毕后将不再使用'

(娃哈哈)去年面市的富氧水也已更换

了新包装和名称#分别改用了(氧道活性含

氧饮用水)!(富氧弱碱性饮用水)'

业内人士分析#今年下半年市场或将迎

来多家饮用水企业的(换装潮)' 由于新的包

装饮用水食品安全国标是强制性标准#这意

味着如果不能达到要求# 产品将被强制下

架'

记者注意到#目前市场上的常见饮用水

售价大多在两元左右#而(概念水)售价则高

得多#比如#一款
&11

毫升的天然冰川活水#

售价为
$

元#是普通饮用水的数倍' (一瓶水

能喝出什么花样)# 超市内一位正在选购瓶

装水的消费者告诉记者#虽然厂家名字取得

很花哨# 但感觉每种喝起来口感都差不多#

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区别#(富氧水真的含氧

吗* 我觉得有的饮用水有夸大作用的嫌疑)'

不用特意通过!喝水"补营养

记者了解到#国家对于生活饮用水有标

准#但电解水+去离子水!磁化水等五花八门

的水名称# 其实在行业内都没有什么标准#

国家也没有相应的标准' 此前(概念水)的功

能宣传也引来了专家的质疑和炮轰#被称为

伪科学概念'有专家表示#人的生理体质
23

值是固定的#水的
23

值是
0)&

' 但是人的生

理调解都是很强的# 不是说你是碱性水#喝

进去就是碱性的'

有业内人士声称# 目前市场上所销售

的对人体有特殊功效的即所谓的(功能水)

大都是炒作#事实上#水主要是满足人体新

陈代谢的需要#水中含有的微量元素少#并

不足以承担提供人体保健功能' 同时对于

一些特殊人群# 还需要特别注意饮用水的

选择'

有营养专家提示#人们如果日常生活饮

食规律#正常的情况下#每天摄入的营养都

能够满足自身需要#根本不用特意去喝矿物

质水等饮品去补充一些营养元素' 尤其是儿

童#更不应该过多喝各种(名头)的饮用水#

饮用白开水就好'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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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冀北秦皇岛供电公司的工人在河北省抚宁县境内的
!$$

千伏高岭(((天

马线路更换工地施工) 近日'冀北秦皇岛供电公司组织工人开始对
!$$

千伏高岭#辽宁绥

中县&(((天马#河北抚宁县&供电线路部分区段导线进行更换)该工程整体改造线路长度

近
%$

千米'由普通钢芯铝导线更换为中强度全铝合金导线'提升线路电力输送能力)

据介绍'

!$$

千伏高岭(((天马线路部分区段导线更换工程'是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

推进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

条重点输电通道建设工程之一) 工程竣工投产后'将大幅

提高东北向华北电力输送能力)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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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月
!4

日晚
#

时
!&

分#

江苏宿迁一老凤祥黄金店遭蒙面男子抢劫#

男子从黄金柜台内抢项链后仓皇逃窜#

&

月

!.

日凌晨# 宿迁警方将抢黄金犯罪嫌疑人

杜某抓获#目前赃物已悉数追回'

&

月
!4

日# 宿迁市幸福路新天地百货

楼下的老凤祥银楼监控显示# 当晚
#

时
!&

分左右#幸福路老凤祥银楼内约有
4

名营业

员#店内未见顾客' 一位穿雨衣戴白色口罩

男子迅速闯入该店#快步走到黄金柜台前抡

锤敲砸柜台#连续敲击数下#砸开后抓起一

把饰品后跑出店铺#动作娴熟流畅#目标明

确' 据记者测算#该男子作案时间不超过
!1

秒'

案发时#

4

名销售人员中的两名受到惊

吓冲出店铺' #刘林&

!!!!!!

新华社长沙
'

月
()

日电 !记者 谢樱"

记者
(+

日从湖南邵阳市纪委了解到# 经邵

阳市委批准#中共邵阳市纪委对邵阳市邮政

管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谢建军和新邵县人

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正县级干部龚小冰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谢建军在担任邵阳市道路运输管

理处党委副书记!处长期间#违反廉洁自律

规定
5

公车私用,违反交通法规#放任单位司

机在自己使用的车上悬挂单位其他车辆牌

照和使用假车牌牌照
6

对单位财务违纪负重

要领导责任,对超概算投资修建办公楼负有

主管责任' 在担任邵阳市邮政管理局党组

书记!局长期间#以金钱!手机!旅游等方式

引诱幼女与自己和他人发生性关系#情节严

重#涉嫌刑事犯罪'

谢建军上述行为构成严重违纪违法#其

中引诱幼女与他人发生性关系涉嫌刑事犯

罪'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

规定# 经中共邵阳市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报

邵阳市委批准# 决定给予谢建军开除党籍处

分# 并建议省邮政管理局对其作出行政开除

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此外#龚小冰以金钱!手机!旅游等方式

引诱幼女与其发生性关系#情节严重#涉嫌

刑事犯罪'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等有关规定#经中共邵阳市纪委常委会议审

议并报邵阳市委批准#决定给予龚小冰开除

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刑事犯罪问题

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1%.

年
%1

月
#

日
5

邵阳市某中学两名

在校初中女学生离家出走后因受诱骗
5

与谢

建军!龚小冰分别 (开房 )

5

其中一人未遂 '

!1%.

年
%1

月
4%

日# 谢建军与龚小冰因此

事同时被邵阳市公安局以涉强奸幼女罪刑

事拘留'

!"-./01234

银楼被抢嫌犯昨晨落网

56789:;<=

两名涉案官员被开除党籍

!一把手"携配偶体验牢狱生活
近日'湖北省十堰市

'$

多名重权在握的市直部门!一把手"及其配偶分别走进市看守

所警示教育基地!监区"体验'感受!高墙下"与!铁窗内"的人生落差'领悟!贪廉一念间'悲

喜两重天"的真谛) 一位局长!夫人"表示'一定当好家庭!纪委书记"'锁好自家门'管好自

己人) 赵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