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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讯员

陈卓炫 张毅涛）

广州市公安局昨日通

报： 为进一步落实今年市人大常委会养

犬管理工作执法检查要求， 严格推进全

市养犬管理和执法工作， 进一步规范市

民养犬行为，保障市民群众人身安全，维

护市容环境和社会公共秩序，根据《广州

市养犬管理条例》的规定，广州警方从即

日起至今年12月31日， 部署开展文明养

犬专项整治工作。

据广州警方介绍， 此次专项整治工

作重点整治以下突出问题：养犬不登记、

犬证过期不续期、一户多养犬、饲养危险

犬及禁养犬的问题；整治犬伤人、犬吠扰

民及不牵绳等违规养犬问题； 整治流浪

犬问题。 7月8日，广州警方已经组织召开

全市公安工作会议， 对此次专项整治工

作进行部署。 据统计，今年1~6月，广州警

方开展文明养犬入户宣传1.5万人次，警

告教育不文明养犬行为1778人次， 捕捉

流浪犬166只。 下一步，广州警方将加大

涉犬警情分析研判工作，在重点区域、重

点路段开展集中整治， 大力整治不文明

养犬行为。

广州警方提醒， 养犬人应当自觉遵

守《广州市养犬管理条例》规定，主动到

合法的养犬登记受理委托机构为犬只办

理登记手续，通过“广州养犬服务通”微

信小程序进行犬主登记、续期，给犬只取

得合法有效的“身份”证明；倡导各位犬

主文明养犬， 出门遛犬务必携带犬牌犬

证，记得牵犬绳、犬链，努力营造文明良

好的养犬氛围，共创文明和谐羊城。

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举办食品检验机构实验室开放日活动

“千滚水”“隔夜水”致癌？ 不会！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

员 粤市监）

如何甄别真假酒？ 喝“千滚

水”“隔夜水”是否会致癌？ 昨日，广东

省市场监管局举办开放日活动， 邀请

消费者、企业代表等 60 多人走进广东

省食品检验所实验室，以“眼见、耳闻、

口问”的方式，零距离感受食品检验过

程。当天，广东唯一一台食品快检大巴

也首次在公众前亮相。

省食品检验所设施齐全， 具备完

善的食品检验检测能力，实现了国、省

抽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项目全覆盖。

作为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的主要承担单位， 该所牵头或参与了

多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

开放日中， 通过实地参观食品检验实

验室、宣传画展示、案例分析、发放宣

传资料、现场操作演示、互动交流等多

种形式， 向公众讲解了食品抽样和检

验工作流程、食品消费安全、辨识假冒

伪劣食品等科普知识及相关法律法

规。

活动中特别围绕“千滚水”“隔夜

水”中亚硝酸盐含量及其变化，米粉制

品中“椰毒假单胞菌酵米面亚种”的检

验方法和该菌产生的毒素“米酵菌酸”

的毒性及预防措施，“真假酒快速检

测”及酒类基本知识，食用油中黄曲霉

B1 项目进行快速检测等食品安全问

题进行重点宣讲和实验， 为公众科普

了食品安全知识， 讲解了相关的检验

技术手段。

活动亮点

广州警方即日起部署开展文明养犬专项整治工作

不牵绳等违规养犬将被整治

典型案例

4 月 13 日， 海珠警方在处理江海

街道办事处门口一宗犬只咬人警情时，

发现咬人犬只为危险犬。 经调查发现，

违法人员黄某在新村南华大街某铺内

饲养两只罗威纳犬。 经认定，黄某饲养

的两只罗威纳犬均为危险犬。 根据规

定，对黄某处以罚款 4000元，没收危险

犬罗威纳犬两只处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卫静雯 通讯员

罗雪莲 ）

7 月 10 日、11 日，2019 年广州

市第四届“羊城学校美育节”系列活动

之舞蹈节目展演在海珠区小海燕剧院

举行。

本次舞蹈展演以“舞韵飞扬 美耀羊

城”为主题，分为《舞韵飞扬》《佳姿期

遇》《美盈欢歌》《美耀羊城》 四个篇章，

共有 30 个优秀原创舞蹈节目精彩上

演，并且和岭南文化息息相关。

“参演节目是经各区教育局、 市属

学校层层筛选推荐， 具有区域代表性、

不同舞种的原创舞蹈和舞剧，参演师生

达 800 余人，舞种丰富、内容精彩。 ”据

主办方介绍，除了来自省、市、区教育部

门， 学校师生代表 2000 余人可在现场

观看演出外，活动还通过网络直播的方

式，让广大师生同时见证了本次艺术盛

宴。

由海珠区少年宫带来的《摸福气》

舞蹈，讲述了云南佤族的传统特色文化

“摸泥黑”。 编导老师王娜告诉记者，希

望通过这舞蹈能让孩子们、观众们了解

民族特色文化， 传承中华各民族的文

化。 短短数月，该舞蹈已获 2019 第五届

广东省少儿舞蹈大赛金奖等大奖。

“舞韵飞扬 美耀羊城”

广州市中小学生优秀舞蹈节目展演顺利举行

饲养危险犬被罚

4000

元

舞蹈节目展演剧照。 信息时报记者 卫静雯 摄

以食品安全谣言为切入

点，进行现场科普、实验，是本次开放日

的一大亮点，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实

验，用科学检验的数据直观告诉公众如

何分辨谣言。“千滚水”的实验是其一，

网络上流传，喝“千滚水”等会致癌，这

究竟可不可信？ 实验室工作人员取了

自来水、纯净水两种水，现场模拟了反

复煮沸过程。 据实验室工作人员介绍，

正常实验需在 10 个小时之内，每 20 分

钟煮沸一次、2 个小时监测一次， 由此

分析亚硝酸盐在 0~10 小时内反复煮

沸， 以及 80 摄氏度保温放置 1~5 天后

亚硝酸盐含量的变化。实验显示，“千滚

水”“隔夜水”的亚硝酸盐含量会有轻微

升高，但这两种水不会致癌，可安全饮

用。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成人一次性摄

入 0.2~0.5 克亚硝酸盐会引起中毒，3

克可致死亡。 按生活饮用水标准，我国

饮用水中亚硝酸盐限值为 1 毫克/升。

实验结果表明，一个人须一次性喝掉至

少 4 千升的“千滚水”或“隔夜水”，才会

达到中毒的摄入量。

现场实验击破“千滚水”致癌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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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仪一照 洋酒立马“现形”

2

省食品检验所酒类检验

鉴定部，专门甄别酒类的真假。 如何辨

别真假酒？ 据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酒

类的真假鉴别方法主要是两种： 外包

装、 成分分析法。 假酒的外包装在外

观、 装饰上通常会比较粗糙， 而重复

使用的酒瓶帽多数会不整齐， 无法还

原。 但目前作假的手段五花八门， 真

瓶装假酒也屡见不鲜， 单从外观难以

判断。 这时可通过观酒色、 闻味道，

通过酒的香味来辨别。 比如茅台酒会

有“空瓶留香” 的特点， 喝完的酒杯

放置一段时间后， 仍会留有酒香， 装

过假酒的杯子过几分钟细闻， 往往几

乎没了酒香。

据了解，省食品检验所是目前全国

唯一一家国家级洋酒质检中心， 今年，

该所新引进一台便携式光谱仪，洋酒样

品不用经过前期处理， 直接滴入容器，

采用紫外—可见光非靶向扫描的方式

即可得到真酒特征光谱图。通过比对未

知样品的光谱图与真酒特征光谱图，就

可进行甄别，三四秒可出结果，简便快

捷、灵敏度高，适用于现场检验。

快检大巴打造“移动实验室”

3

食品快检车目前已普及，

但多数是中巴、小巴。昨天，一台快检大

巴———食品检测车首次在公众前亮相。

据介绍，快检大巴全国只有两台，北京

有一台， 广东于去年底引入了一台，目

前全省仅一台。 该大巴堪称一间“移动

实验室”， 车上通常配备了 15~20 种高

端检测设备，并可根据检测任务的实际

情况、检测主题的不同，灵活配备不同

的仪器设备。

“目前该大巴检测的主要类别是快

速消费产品，如食用农产品、餐饮等。 ”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大巴主要应用在重

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应急检验、快检

技术研发、食品安全科普等，可根据需

要开到活动现场提供快检服务。一旦快

检不合格，可对该批次产品进行下架或

销毁处理。

快检大巴目前可就三四百种化学

物质进行检测，单个样品完成快检的时

间多在 5~20 分钟，主要进行快速筛查。

工作人员现场抽检了一份菠菜，检测蔬

菜农药

（ 克百威）

的残留含量是否超标，

3 分钟左右就有了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