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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食品安全有哪些注意事项？进口食品该如何辨识是否合格？昨日上午，
安徽省2014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合肥启动，活动由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省工商局、省农委、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等18个部门联合举行，现场设立宣传咨询
台，接受市民咨询举报。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徐恒秋介绍说，目前12331
食品安全举报电话已全省覆盖，遇到食品安全问题，市民可以投诉举报。

孙斌园 记者 赵莉/文 王恒/图

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银河司法拍卖公告 41期

拍卖时间：7 月 3日（周四）上午 9：00
拍卖地址：省人民法院涉诉网
拍卖标的：网络竞价：①合肥市铜陵北路双

景佳苑 14 幢 2110 室办公用房约 98㎡，约 47.6 万
（第 3 次），法院 67799601；②六安市解放南路和
顺名都城智和居 9#4-601 室及跃室成套房产约
146㎡约 50.752 万元（第 2 次），法院 65352291；

报名：合肥市阜阳路市公资交易中心501室62675104
看样登记：公告日至7月1日下午5时止（到账）。
第42期：6 月 19 日（周四）上午 10：00 本公司

拍卖厅：宿州市环城河西侧、西关大街北侧步行
街 A1#0107 室约 79㎡、0113 室约 517㎡、0105
室约 115㎡，三处房产整体约 285.224 万元。

第43期：6 月 27 日（周五）上午 10：00 本公司
拍卖厅司 法 拍 卖 ：包公大道与郎溪路交口园上
园一期地下车库 189（-）室（实勘为 089 号）车
位约 27㎡，约 6.2 万（第 3 次），法院 67799601。

看 样 登 记 ：公告日至会前下午4时止（到账）。
公司地址：合 肥 市 长 江 中 路 55 号 省 委 办

公 厅 服 务 楼 4 层 62621222
注意事项：凭有效证件办理登记手续，保证金：41

期①6万②7万（交中心）。42期30万，43期1万，竞买
成功保证金冲抵价款，竞买不成5日内退还，不计息。

2014.6.11

安徽省人民政府指定公物拍卖机构
中国拍卖企业AA级资质

安徽双赢集团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对以下标的公开拍卖：
一、拍卖时间：2014年6月18日上午9:30

二、拍卖地点：合肥市政务区东流西路双赢集

团一楼拍卖厅

三、拍卖标的：（届时以拍品清单及特别说明为准）

位于肥西县上派镇金寨路县法院对面一幢房产，建筑面

积约646.24㎡，混合结构，商住用途，参考价500万元。

四、咨询、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14年6月17日16时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4 年 6 月 17 日 16 时前持

有效证件并缴纳 100 万元履约保证金至我公司指

定账户后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如竞买不

成，保证金于拍卖会后无息退还。

咨询电话：0551-63506019、13339293625
公司网站：http://www.sy-ah.com

另我公司定于2014年6月18日上午10时在我公司
拍卖厅（合肥市政务区东流西路双赢集团一楼）拍卖车辆
一批（共计四辆）和机械设备一批，详情请来电咨询。

咨询电话：车 辆 0551-63506019；机 械 设 备
13966326382。

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将于2014年6月18日上午10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举

办房产专场拍卖会，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合肥市琥珀中村215栋5011室，房产面积180.28平方，证号合蜀

字：140003940号、参考价8000元/平方米；
2、合肥市巢湖路 134 号办公用房，面积 283 平方，证号合包字：

150006288号、参考价7000元/平方米；
3、合肥市巢湖路 297 号办公用房，面积 297 平方，证号合包字：

150006276号、参考价7000元/平方米；
4、合肥市黄山路北侧鸿城大厦门面房101至110号、10套门面房面积

1408.12，证号合包字：150006279—150006281，整体拍卖23000元/平方
米，含车位3位；

5、合肥市黄山路鸿城大厦1101室商住房，面积343.09平方，证号合
包字：150006274号，参考价7500元/平方米，车位24.29平方；

6、合肥市黄山路鸿城大厦1102室商住房，面积312.46平方，证号合
包字：150006280号，参考价7500元/平方米，车位25.85平方；

7、合肥市黄山路鸿城大厦1号商住楼，房产面积104.18平方，证号合
包字：150006275号，参考价25000元/平方米；

8、合肥市美菱大道47#705室，房产面积144.71平方米，产权证：中字
041666号，参考价9000元/平方米；

9、合肥市美菱大道与太湖路交口恒生阳光城3栋109-209房产，产权
证：069408号，面积158.96平方，参考价12800元/平方米；

10、合肥市美菱大道与太湖路交口恒生阳光城3栋111-211房产，产
权证：150000151号，面积143.65平方，参考价12800元/平方米；

11、合肥市美菱大道与太湖路交口恒生阳光城3栋110-210房产，产
权证：068881号，面积110.08平方，参考价12800元/平方米；

二、展示咨询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前一日17时止。
三、注意事项：有意竞买者须在6月17日下午17时前携带本人身份

证，公司竞卖的需提交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到本
公司五楼办理竞卖登记手续，并交纳10%竞买保证金，如竞卖不成拍卖会
后全额退还（不计息）。

四、报名地点：合肥市梅山路60号，安徽恒诚拍卖有限公司
五、咨询电话：0551-62826159 13905510288

安徽恒诚拍卖有限公司
2014年6月10日

中国拍卖行业A企业
安徽苏富尔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4年6月26日下午15:00时

在我公司拍卖大厅拍卖以下标的：
一、标的内容：
1、全椒县地方税务局武岗分局原办公楼及土地，建

筑面积约:523.71m2，土地面积约：908.44m2，参考价：86
万元。

2、六安市裕安区名仕苑小区4号楼1S3-8号门面房
6套，面积约555.24m2，参考价350万元。

3、金寨县斑竹园地税局办公楼，建筑面积约
606.05m2，土地面积约343.2m2，参考价190万元。

二、拍卖标的展示时间：2014年6月25日16:00止。
三、拍卖标的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四、注意事项：有意竞买者须持本人身份证及相关

有效证件于拍卖会前一日下午16：00时前到本公司办
理竞买登记手续并将竞买保证金按约定打入指定账号
（以保证金到账为准），竞买不成功于拍卖会后七日内
退还（不计息）。

公司地址：合肥市蒙城路110号（蒙城路与淮河西路
交口）

电话：0551-62615377、18055178911、18055178915
联系人：王经理

安徽苏富尔拍卖有限公司
2014年6月11日

星报讯（王茜 夏君怡 记者 宁大龙）

6月10日下午，一直受到广大市民关注的

蜀山区十五里河摊群点正式挂牌运营。

十五里河摊群点位于蜀山区金寨路

与嘉和苑路交口西北角，以往是一些人在

这里自发形成的夜市大排档，占地面积约

1140平方米，约有28家经营户，夜市大排

档的形成主要是以下岗职工、贫困家庭和

外来人员为主，由于他们各自为政，散乱

经营，明显存在着侵占城市道路、无序违

规经营、电线乱拉乱接、污水乱倒乱泼等

问题。

对此，蜀山区按照“三线三边”环境综

合整治的标准，投资78万元对十五里河摊

群点进行升级改造，有效地解决了以前摊

群点无序经营、秩序混乱、环境污染等问

题。6月10日下午，合肥市城管局向十五

里河摊群点授予“一类摊群点”的称号。

十五里河摊群点正式挂牌运营

星报讯（李胜 方明阳 记者 祝亮）

日前，作为新桥机场整体建设的重要配

套项目——航空新城正式奠基，拉开了

新桥机场后勤基地工程建设的序幕。该

项目的实施，将极大提升新机场的运行

保障效能。

据悉，新桥机场后勤基地航空新城项

目位于合肥高新区长宁大道与磨子潭路

交口，距机场高速入口仅1公里，交通便

捷，员工乘车10分钟即可抵达机场。项目

占地170亩，总建筑面积37万㎡，建设内

容涵盖民航职工应急保障住房、城市航站

楼、大酒店及人防工程等。

另悉，作为新桥机场重要配套设施的

机场宾馆（旅客过夜用房）正在抓紧建设，

将于本月封顶，计划年底前投入试运行。

新桥机场宾馆共 9 层，建筑面积

23000平方米，拥有540个床位。宾馆正

式投入使用后，将进一步完善机场的保障

功能，使滞留机场的旅客得到更好的服

务。此外，乘坐早班或者夜班飞机的旅

客，也可提前来酒店住宿，避免登机延误。

新桥机场后勤基地暨航空新城开工建设

机场宾馆有望年底前试运行

星报讯（正言 记者 王玮伟） 因对方

不愿意给嫖资，失足女小玟与男友小刚抢

走了嫖客张某411元。一审法院以抢劫罪

分别判处小玟和小刚有期徒刑二年和三

年。小玟以合理讨回自己“劳动所得”为

由提出上诉。6月10日，合肥市中院二审

开庭审理了此案。

今年27岁的小玟，几年前同男友小

刚一起从河南来到肥西打工。去年8月

17日，小玟与张某通过微信相识，并发生

性交易。次日，张某来到小玟租房处，约

定给她400元作为嫖资。然而，当小玟向

张某要钱时，张某却变卦了。

正当两人争论时，小玟的男朋友小刚

从外面回来了。见此情形，小刚堵住门不

让张某离开。张某则掏出手机拨打110报

警。小刚夺过张某的手机，并对其殴打。

小玟也在一旁帮忙殴打，后张某被迫掏出

身上411元钱扔在地上。

张某报警后，警方赶到现场。经调

查，张某因嫖娼被行政拘留15日。小玟和小

刚因涉嫌抢劫罪，一审分别获刑二年和三年。

两人不服，向合肥市中院提起上诉。

法庭上，小玟称，她只是为了讨回自己的

“劳动所得”。此案未当庭宣判。（文中人

物为化名）

未收到嫖资 失足女和男友动手抢

八大食品儿童不宜多吃

食品安全关系着每一个人的身体

健康，有哪些食品不适宜儿童较多食

用呢？昨日活动现场，一些孩子家长

对此则非常关注。

“纯净水、果冻、泡泡糖、爆米花、

方便面、可乐饮料、巧克力、动物脂肪，

这八种食物不适宜儿童多吃。”省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因为纯净水容易导致儿童体内各种微

量元素、化合物和各种营养素的流失；

果冻经常吃会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和

智力健康；泡泡糖中的增塑剂含有微

毒，其代谢物苯酚对人体有害；爆米花

含铅量很高，损害神经、消化系统和造

血功能；此外，方便面含有对人体不利

的食用色素和防腐剂等；可乐饮料中含

有一定量的咖啡因，对人体有潜在的危

害；食用巧克力过多，会产生焦虑不安、

肌肉抽搐、心跳加快等症状,影响食欲；

常吃或多吃动物脂肪，不仅会造成肥

胖，日久容易造成缺钙而引起疾病。

无中文标签的进口食品别买

“选购进口食品一定要认清外包

装上的中文标签，未贴中文标签的均

不符合规定，是不允许直接在市场上

流通的。”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食检处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食品安全法

规定，进口的预包装食品应当有中文

标签、中文说明书，预包装食品没有中

文标签、中文说明书或者中文标签、中

文说明书不符合规定的，不得进口。

此外，许多妈妈非常喜欢海淘进

口奶粉给宝宝吃，这样靠谱吗？“我不

太建议大家这样做。”该负责人肯定地

说，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也曾接到一

些这方面的投诉，称海淘的奶粉口感

沙沙的，很不一样，所以没有经过把关

的海外食品还是应当慎用。

“不含防腐剂”食品并不一定就安全

提及“食品添加剂”、“防腐剂”，许

多消费者就感觉很不安，但没有食品

添加剂的食品就很安全吗？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提醒广大消

费者注意：对于宣称“不含防腐剂”的

食品，消费者要理性看待。

“我国对食品添加剂有严格的管

理制度，批准使用的食品添加剂都通

过严格的安全性评价，同时我国对食品

添加剂也建立了完善的再评估机制，随

时根据最新研究进展调整其品种或使

用范围、使用量。只要符合国家标准规

定的使用范围及使用量就不会对人体

健康造成危害。”该负责人介绍说。

“对于宣称‘不含防腐剂’的食品，消

费者要理性看待。”该负责人表示，有些食

品不需要使用防腐剂，例如一些食品的高

糖、高盐特性具有抑制微生物的作用，但

高糖、高盐膳食也会带来健康风险。

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 昨日，由中

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合肥市委宣

传部、合肥市文联、安徽省书画院、亚明艺

术馆等单位举办的“朱修立20世纪70年

代中国画写生作品展”在亚明艺术馆开

幕，展览将持续至6月23日。

据介绍，这次展出共有60余幅写生

作品，出色的构图和鲜活生动的笔墨以及

把握、整合、处理画面的语言能力，配上史

料图片和海外考察学习之后的作品作参

照比较。

记者了解到，朱修立自1983年从南京

艺术学院调入安徽以来，培养了大批优秀的

画家和美术教育工作者。中国美术馆、中南

海、毛主席纪念堂、大英博物馆、澳洲国家博

物馆等单位收藏了他不同时期的作品。

朱修立写生作品在亚明艺术馆展出

“不含防腐剂”食品并不一定就安全
安徽省2014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昨日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