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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白晓
本报通讯员 薛晓鸣

“用这种壶烧水喝会变傻、致癌！请马上
停用！”最近，关于“高锰钢”电水壶会析出
锰从而有害健康的文章刷爆朋友圈。针对此传
闻，崂山区疾控中心做了比较实验：结果显示
水质正常，公众对此无须担忧。

“毒水壶”让人“蒙了圈”

公众对此事的关注，缘起于江苏省质监局
发布的一份电水壶风险监测质量分析报告。报
告称，55 . 6%的电水壶产品锰含量在10%左右，
存在使用高锰钢的问题。随后，有媒体报道
称，用高锰钢容器加热会造成锰析出，长期超量
摄入锰会损伤人体，而这一说法又被众多微信
公众号演绎为“用这种壶烧水喝会变傻、致癌”

“高锰钢电水壶烧水可致记忆衰退”等版本。
“我家每天用电水壶烧水喝，这多危险

啊！”岛城市民李女士听闻传言后，仔细查看
了家中的不锈钢电水壶，但没有找到材质标
识，不确定是否使用了高锰钢材质，因此心里
一直不踏实。

“太可怕，水壶都不敢用了”、“卖壶人
在炒作吧？”、“到底是啥？越看越蒙
圈……”网上持续发酵的“毒水壶”事件，也

让网友们陷入了疑问之中。
随后，在各大网站上，“304不锈钢”、

“认准304，拒绝重金属”等宣传语充斥在不
少电水壶的广告之中。

在这种风潮下，民众陷入了疑惑，在不锈
钢制成品的销售市场也是谣言四起。在青岛市
利津路小商品市场经营各类水壶的何先生表
示，几日来有许多朋友询问他关于“304不锈
钢”的事儿，他也很难解释清楚。

烧水不会析出锰

就“毒水壶”的传言，记者向包括青岛大
学、青岛科技大学等开设有材料工程专业的学
校的学者进行了求证。作为一种重要的金属元
素，锰应用于各类合金制品的加工之中，不锈
钢作为一种“铁基合金”，锰元素在加工过程
中其实已“钻”进了铁、铬等元素的“晶格”
之中，而针对电水壶的工作环境，很难造成
“锰析出”。

“其实大可不必担心，只要用正规厂家生
产的不锈钢电水壶，理论上就不会产生对人体
有害的情况。”青岛瑞进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负责人表示，锰的含量和析出量是两回事，通
过烧热水几乎不会让钢材料中的锰元素分解出
来。一般来说，不锈钢的极限温度是650度，
加热到650度时，不锈钢中的锰会以单质锰的

形式析出来，但是水沸腾时也就100度。
高锰钢与304不锈钢的不同，是因为不锈

钢在生产过程中，因添加各类元素比例的不同
而有着“系列”的区别，“高锰钢”是增加了
锰的含量而减少了镍的含量，这种不锈钢与
“304”不锈钢相比，耐腐蚀性稍弱，外观光
泽度也不如304不锈钢白亮，但因其成本低
廉，在不少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其实在国外，刀、叉等不少餐具都是高
锰钢制造的。”上述公司负责人说，根据掌握
的文献资料显示，高锰钢不建议用于存在酸、
碱等环境中，在日常的使用环境中可广泛应用
于餐具、室内储水设备以及工程“非关键结构
件”的制造中。

实验证明无害

针对传言，崂山区疾控中心做了比较实
验，调查研究“经不锈钢电热水壶煮沸后，原
先符合生活饮用水标准的水样其水质是否发生
变化。”

“我们这次随机抽取了30户居民，从他们
家中抽取了水样，涵盖自来水、大桶水等，以
及抽取了他们的不锈钢电水壶，此外，我们还
在市面上购买了14个新电水壶做检测，价格在
30元—200元不等。”崂山区疾控中心主任林
思夏说，对市面新购的不锈钢电热水壶，用温

水加中性洗涤剂洗刷3次，生活饮用水冲洗3
遍，再用纯水冲洗干净后，备检。正在使用的
不锈钢电热水壶不作特殊处理。

“根据居民的喝水习惯，我们分别抽取了
原水、加热后的水和放置在电水壶中12小时的
水，每一个电水壶都要分别作三种水样检
测。”林思夏介绍说，首先取未加热的生活饮
用水1 . 0L至一洁净玻璃容器（1号）备检；其
次，在准备好的电热水壶中加入待煮沸饮用的
生活饮用水至MAX线，通电煮沸，待稍凉后
（约60℃）转移至洁净玻璃容器（2号）；
另，再在电热水壶中加入待煮沸饮用的生活饮
用水至MAX线，通电煮沸，放置过夜（12小
时）后，转移至洁净玻璃容器（3号）。

“为了消除居民的恐慌，除了检测锰外，
我们又增加了铁、锌、铅、镉、铬（六价）、
镍。”林思夏说。

技术人员取样后，在疾控中心的火焰石墨
炉原子吸收一体机作测试，每一个元素需要3
分钟才能自动出具数据。经检测，不管是用何
种品牌何种价位的不锈钢电热水壶，也不管是
新的还是使用了一段时间的，水样在经其煮沸
前、煮沸后及煮沸并在壶中放置12小时后，7
种检测金属的含量均未有明显的变化。

崂山区疾控中心建议，对于市面上销售的
不锈钢电热水壶，不必过于担心，合格的生活
饮用水经其加热煮沸后，金属含量未见增高，
这类水壶不可能成为“毒水壶”。

高锰钢电水壶烧的水有毒？不靠谱！
针对传言，疾控部门做实验予以回应

□ 本报记者 李媛

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地方高校占全国普
通高校总数超过95%，地方高校的数量和办学
规模正在不断扩大。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如何通
过准确定位、依托地方找到特色办学的出路，
是很多学校没有解决的问题。山东外贸职业学
院通过多年摸索，通过三点支撑走出了一条服
务社会又促进自身的双赢之路。

立足区域实际

做好“微型智库”

青岛是个外向型经济城市，全市GDP对进
出口的依存度超过60%。对于青岛来说，外贸
行业如何转型，可以说是影响全市经济发展和
社会稳定的大事。

青岛市发改委、市商务局、市经信委等相
关部门在深入探索的同时，积极在借助社会智
库进行构架。经过竞争，去年1月，山东外贸
职业学院成功中标青岛市发改委“十三五”重
大课题——— 《青岛电子商务发展趋势和路径选
择研究》。学院课题组工作人员在研究中提出
了青岛市电子商务发展实现弯道超车的具体步
骤和措施，其中跨境电商、互联网金融两项成
果获得青岛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并成
为青岛市“十三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的主体
内容，对最终促成青岛市获批全国12个跨境电
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之一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们前期有几个方向的构想，但是没有
进行深入的探讨，山东外贸职业学院做的这个
研究，立足现实，非常接地气，又切中要害，
高屋建瓴，谋划长远。”青岛市发改委有关负
责人表示，如今山东外贸职业学院牵头做跨境
电商、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研究的教师，已成为
他们的“编外专家”。

学院还承担了李沧区“十三五”电商发展
专项规划的编制；受临沂商城管委会委托，完
成了《临沂商城改革发展白皮书》的编制；受
省商务厅委托，承担了我省“一圈一带”开放
型经济发展规划，参与了我省商务事业、商贸
流通、跨境电商“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

除了理论研究，山东外贸职业学院还非常
注重应用实践，自我要求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落地”。去年6月，该学院与李沧区政府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首个合作项目青岛跨境电
商孵化基地已投入运行，预计将年增加李沧区
进出口额3亿美元。

发挥自身优势

促进行业发展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有着30多年的职业资格
培训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源。目前建
有山东报关培训基地、国际货运代理培训基
地、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山东培训基地、山东省
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基地等18个各类人才培训基
地，常年为滨州、枣庄、济宁、泰安等9个地
市商务局和青海省商务厅、海北州经商委开展

外贸业务培训；还承担了货代从业人员资格
证、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人上岗证等的考前培
训。

去年，该学院受山东省商务厅、省人社厅
委托，举办了山东省跨境电子商务高级人才培
训班；受省商务厅委托，为全省10个地市40多
个县区开展山东省农村电子商务“百县万人”
创业培训演讲活动。

此外，该院还是我国第一批走出去的海外
培训的13个试点单位之一，承担了2015年苏丹
棉花技术海外培训班，为我国今后开展海外援
外培训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也为国家“一带一
路”经济合作战略培训了人才。

今年，该学院还将举办18期培训班，其中
包括部长级项目“加勒比国家经贸部长研讨
班”。援外项目促进了山东省与受援国家在经
济、贸易、文化、技术等领域的交流，为国家
经济合作战略和山东省经济长远发展打好了前
站。

在社会服务的同时学院也增强了自身的职
业教育能力。山东外贸职业学院被推选为2016
年“第四届计算机辅助外语教学国际研讨会”
承办单位，使学院成为继南京大学、北京外国
语大学和北京交通大学之后的第四所承办院
校，为国内高职院校首家。

创新模式

搭建政校行企合作平台

校企合作不是个新课题，教育部在今年职
业教育与继续教育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了健全
校企合作机制深化创新的重要性。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与李沧区政府合作的青
岛跨境电商孵化基地，正式基于校企合作的基
础，借助政府力量将其扩展至行业的一个平
台。

基地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入住300名学

生，为50余家企业提供跨境电商代运营服务，
内有校友企业投资设立的山东跨境电子商务服
务平台“山东山猫”和国际贸易综合服务窗口
“兴隆沧”。“一平台、一窗口”将信息流、
商品流、物流及金融流形成闭环，为入驻企业
开展相关服务。

基地的建立，可以发挥学院在电子商务、
国际贸易、国际运输、外语方面的专业优势，
发挥几千家校友企业的资源优势，为学生提供
实习实训场所，为有创业意愿的大学生提供资
金和资源的平台支持，为电商企业、传统外贸
企业创新和转型升级提供人才和技术的支撑。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院长刁建东说：“在政
府、学校、企业合作中，我们既服务了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同样也发展了自己，开拓了我们
的办学思路，让广大教师和学生在社会的平台
上更好地发展自己的事业。同时，学院也获得
了政府和企业的大力支持。”

教师当智库 为社会育才 建电商基地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服务社会促双赢

□记者 张晓帆 报道
本报青岛讯 近日，青岛市城市管理局向市

民征集“我为城市管理献一计”意见建议，并收
到城市管理意见建议30多类，共计114条。4月底，
专家将对市民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评审，提交意
见建议的市民最高可获得千元奖励。

114条意见建议中，涉及环境卫生的有16条、
涉及市容秩序的有13条、涉及城市交通的有10条、
涉及园林绿化的有9条、涉及环境保护的有7条、涉
及市政设施的有6条、涉及户外广告、人行道管
理、停车场建设、数字化城管的各有4条、涉及管
线管理、集贸市场的各有3条、涉及工地管理、违
法建筑查处的各有2条。

同时，青岛市城市管理局还将建立公众委员制
度，在城市管理委员会中吸纳一定数量的公众委
员，公众委员从专家代表、市民代表、社会组织代
表、先进模范代表中选出，通过调研城市管理问
题、审议表决会议研究事项、参与重点难点问题现
场管理、监督部门履职情况等方式和渠道参与城市
管理，建立起城市治理的全新模式和共治共享的全
新渠道。

“我为城市管理献一计”

征集意见建议114条

□记者 高铭君 报道
本报青岛讯 4月1日，青岛市2016年退役士兵

就业技能培训开学典礼在青岛市技师学院市北校区
举行，261名退役士兵报名参加技能培训或学历教
育。

青岛市技师学院针对2015年秋季和2016年春季
的退役士兵，免费开设了二手车评估师、维修电
工、中式烹调师及汽车驾驶员等四个专业（工
种）的技能培训及网络学历教育。通过3—6个月的
专业理论和技能实践培训，参加技能培训的退役
士兵学员将参加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获得中级以
上职业资格证书。培训结束后，青岛市技师学院
还将依托自己的校企合作优势，为他们提供就业
推荐服务。

2012年，青岛市出台《关于加强退役士兵职业
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的实施意见》，规定自2011年
冬季起，当年退役的士兵，1年内可免费参加一次
教育培训，有3种培训形式可以选择，分别是职业
技能培训、中等职业教育、高等学历教育。

青岛市技师学院被市民政局确定为“青岛市退
役士兵教育培训基地”，连续多年承接青岛市退役
士兵技能教育培训工作，目前已帮助近2000名退役
士兵走上了技能就业、创业之路。

免费技能培训助力

退役士兵就业创业

□记 者 张忠德
通讯员 王文辉 庞辉 报道

本报青岛讯 4月7日，德国奥尔登堡城市展在
中德生态园开幕，当天，奥尔登堡市驻青岛代表处
还与青岛中德生态园正式签订了合作协议并举行了
揭牌仪式，这是德国继曼海姆驻青岛办事处、莱法
州驻青岛代表处之后，第三家入驻中德生态园的德
国政府机构。

奥尔登堡市是德国下萨克森州第三大城市，以
高品质的服务型企业、银行业、贸易、能源和健康
经济、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科研中心著称，在能
源、电子信息技术、物流、食品加工和印刷等领域
也取得重大发展。

此次奥尔登堡城市展将持续至4月28日，在中
德生态园绿馆一楼展厅展陈，通过40个涵盖城市建
设、经济发展、教育科技、体育运动及文化休闲等
方面的画面，向岛城市民展示奥尔登堡市的城市风
貌及人文特色。

德国奥尔登堡市

驻青岛代表处揭牌

4月6日，市南区文化新闻出版局等单位举行社区公益美展活动，把公益文化用公益画展的形式分到街道社区，让社区居民近近距离分
享画展艺术。图为居民在湛山社区欣赏姜平林书画作品。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举办社区公益美展

□记者 宋弢 通讯员 公伟成 报道
本报青岛讯 作为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星光

岛重要配套工程，星光岛连岛二号桥正在加速推
进，目前桥梁下部结构已全部完工，预计将于今年
5月底建成通车。

星光岛连岛二号桥全长210米，分两幅设计，
单幅桥宽17 . 25米，两幅桥净距1米。桥梁上部结构
为现浇箱梁，分六跨布置，每跨35米；下部架构包
含桩基44颗、墩柱10颗。建设团队克服海域带来的
气象条件差、基岩埋藏深、通航要求高等不利因
素，确保线形优美、技术领先和管理科学。桥梁在
环保性、耐久性和经济社会效益方面取得较好平
衡。

4月5日，西海岸发展集团开发公司项目经理李
燕介绍，连岛二号桥项目于2015年7月开工，目前
桥梁下部结构已全部完成，上部结构箱梁施工正在
有序进行，工程预计今年5月建成通车。

连岛二号桥按照城市次干路设计，为双向六车
道，时速为40公里每小时。

星光岛连岛二号桥

计划5月底建成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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