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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浙江校园现‘问题跑道’”的消息引发舆
论关注。记者了解到，目前，该学校的塑胶跑道已铲除，
相关责任人被处理，但部分家长对孩子健康仍存担忧。
那么，学生身体出现不适症状，究竟与跑道有没有关
系？带着这个疑问，记者赶赴涉事学校——浙江省台州
市三门县实验小学，展开调查采访。

跑道建好后，部分学生出现不适症状

“开学一个多星期后，孩子出现了头痛咳嗽的症
状。”“最近两个多月我女儿在家，去了几次学校回来后
身体起红疹。”“孩子本来体质很好，但从 9 月中旬到现
在断断续续流过好几次鼻血。”三门县实验小学家长王
芳、陈丽、赵晨（以上均为化名）这样描述 2018 年秋季开
学后自己孩子身体出现的“怪现象”。

原以为是小问题的家长们渐渐发现，校园里新建的
一条塑胶跑道可能是原因。

记者走访周边居民和该校老师了解到，与塑胶跑道
同步施工的，还有校园教学楼外立面翻新项目，去年 9 月
中旬邻近小学的另几处建筑也有一些装修工程在进行。

据三门县教育局副局长李宗田介绍，校方和教育部
门于去年 11 月 27 日邀请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的相关专家赴三门，
指导三门县人民医院的医生为全校学生体检，包含血常
规、尿常规、肾功能、肝功能、胸片等 7 个体检项目。

三门县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1777 名学生中有
1594 人参加体检。体检结束后，两家省级医院的专家组
进行集体会诊。根据会诊结果，专家组认为，56 名学生
的指标异常存在临床意义，目前无法确定与塑胶跑道有
必然关联性。

为进一步查明孩子异常症状的原因，7位家长把孩子
带到北京做全面身体检查，均未检查出毒素残留，但部分
孩子被诊断为过敏性鼻炎、咳嗽变异性哮喘等疾病。

只要出现一项数据超标，就铲除跑道

1 月 5 日，记者来到三门县实验小学。该校总占地
面积 11 亩，四周高楼环绕，类似“四合院”结构，操场位
于中央，像“天井洼地”，是学校唯一的运动场地，也是教
学楼的过道。部分家长认为，学校周围建筑布局不够空
旷通透，可能会影响塑胶跑道味道散发。

记者看到，校园里跑道已被铲除。学校老师反映，
目前该校教学秩序正常，由于操场正在修整，为确保学
生安全，周围用砖块垒起约 1 米多高的围墙，并下挖 30
公分铲除水泥地基层，现已重新进行水泥地浇筑。

当初，这条跑道的施工方是否具备资质、有无合规
施工？塑胶跑道材料有无超标？都成为关注的焦点。

2018 年 7 月，三门县实验小学运动场地改造工程在
网上发布招标公告，要求投标人资质是“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后三门县中诚建设有限公司中
标，中标价格 77.73 万元。据记者调查了解，该项目施工

所用原材料来自于广东东莞市华体体育设施有限公司，

该公司具备研发产销体育场地铺装材料的营业执照。

记者辗转找到该公司副总经理、项目负责人张波，

他说，近年来“问题跑道”屡屡出现，公司比较谨慎，但

由于前期检测审核手续复杂，加上三门夏季台汛期多

雨，跑道正式施工时间确实稍晚，在跑道完工后的第二

天，学校就迎来了开学。

张波说，跑道塑胶由环保颗粒制作，项目施工前后，

相关原料及成品样品送至浙江省体育用品质量检验中

心检测，均符合国标 GB/T 14833-2011《合成材料跑道

面层》（以下简称“2011 年国标”）要求。

但这份报告并未打消一些家长的疑虑。去年 10 月

初，部分家长委托杭州普洛赛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进行

检测，该检测报告显示甲醛释放量为 0.23mg/（m2.h），按

照“2011 年国标”限值为 0.1mg/（m2.h）是超标，而按 2018

年 11 月 1 日施行的“新国标”限值 0.4mg/（m2.h），则是不

超标。同时，若以“新国标”为参照，部分邻苯二甲酸酯

类物质含量超标，而“2011 年国标”则未将此类物质列入

检测范围。

2018 年 11 月 4 日，三门县教育局会同校方、施工方、

监理方及家长代表共同对塑胶场地再次取样封存，并送

往共同选定的上海华测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报告显示，

对照“2011 年国标”，各项指标均符合标准；但对照 2018

年 11 月 1 日施行的“新国标”，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TVOC）为 16.18mg/（m2.h），而参考限值则是 5.0 mg/

（m2.h）。据了解，TVOC 为“新国标”新增检测项目，

“2011 年国标”中并不涉及。针对这些数据指标为何会
有前后出入，专家表示，由于取样点、取样环境、取样手
法不同等原因，检测结果可能会出现数据差异。

根据此前相关部门对家长代表的承诺：必须把学生
健康放在首位，以最严要求、最新标准对待检测结果。

无论是新旧“国标”，只要出现一项数据超标即铲除跑
道。2018 年 11 月 16 日下午检测报告出来，第二天多方
代表现场监督县实验小学跑道铲除。

希望孩子的健康不受影响

近年来，北京、江苏等多地发生校园塑胶跑道不合
格事件。2018 年 11 月 1 日开始，交付使用的中小学合成
材料面层运动场地必须执行“新国标”，塑胶跑道建设将
更为规范。据报道，与相关的“旧国标”相比，“新国标”

不仅从“国家推荐标准”变为“国家强制标准”，还对校园

塑胶跑道建设中可能产生的 18 种有害物质的限定做出

规定。

在浙江省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李亚清看来，这

些有害物质对鼻咽部有刺激作用，会出现咳嗽、鼻腔难

受等症状，对于体质敏感人群是引发过敏性鼻炎、哮喘、

流鼻血的一个诱因，关键在于脱离致敏环境。

华中科技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教授钟芳锐表示，由

于跑道是暴露在室外环境下，测试环境、取样手段等会

影响检测结果，所以这些物质对学生危害有多大还需视

个体情况来看。

针对跑道问题，三门县政府成立专项调查组对事件
进行调查。根据初步调查结果，三门中诚建设有限公司
在建设管理中存在违约行为，三门县实验小学作为业主
单位存在管理不力的问题，三门县教育局基建科指导监
督不到位。

据了解，行业主管部门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已对该
工程的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进行立案。同时，
三门县教育局免去梅强县实验小学校长职务及张斌县
教育局基建科科长职务。三门县监委对梅强、张斌以及
项目联系人方才征、包丛华、马骁等五人进行监察立案。

记者了解到，部分学生家长担心塑胶出现的超标物
质可能对身体有长远影响，希望教育部门能持续关注学
生健康。而另一部分学生身体未受影响，但无法在校园
里开展正常的体育活动，他们则希望“消失的跑道”早日
归来。

对家长最为关心的学生健康问题，教育部门表示，
将组织医院专家对体检指标有临床意义的学生予以持
续跟踪密切关注，根据学生身体情况开展下一步复查诊
断，对学生的健康负责。 （新华）

1 月 9 日，深圳公安通报称，对泄露网友“花总丢了
金箍棒”（以下称“花总”）个人信息的深圳某酒店经理彭
某予以行政拘留 7 日、罚款 500 元的处罚。“花总”曾于去
年 11 月曝光了国内多家五星级酒店的卫生问题，此次
其个人信息遭泄露一事发布后，不少网友表示想了解当
时被曝光酒店的处罚结果。

记者调查发现，涉事的 14 家酒店中，12 家均被处以
警告和 2000 元或以下的罚款，唯有一家酒店被处以 1.5
万元的罚款处罚。官方表示，北京海淀区的一家涉事酒
店被处 1.5 万元罚款是因为其“逾期不改正”。对于处罚
金额，包括“花总”在内的不少网友都感到“不给力”。

五星级酒店被罚仅2000元钱

2018 年 11 月，微博网友“花总”发布了一段题为
《杯子的秘密》的视频，视频中揭露了多家国内知名五星
级酒店用脏毛巾擦杯子或马桶的现象。此后，多家涉事
酒店承认存在视频曝光的情况，并向公众道歉。

2018 年 12 月 30 日，曝光五星级酒店用脏毛巾擦杯
子和马桶的“花总”在微博称，深圳某酒店经理彭某泄露
他的个人信息，已向深圳警方报案。1 月 9 日，深圳市公
安局华龙分局通报称，警方给予彭某行政拘留 7 日、罚
款 500 元的处罚。

通报发布后，再次引发众多网友热议，不少网友在
网上发帖称，不知道当初视频中曝光的酒店都获得了怎
样的处罚。

记者了解到，视频曝光的 14 家五星级酒店中，除贵
阳的一家酒店因尚需走听证程序，处罚决定尚未发布
外，其余 13 家五星级酒店均已被当地卫生部门处罚。
其中 11 家五星级酒店的罚款金额均为 2000 元，南昌市
卫生部门则表示对被曝光的南昌喜来登酒店处以 2000
元以下的处罚。

部分处罚金额曝光后，引发一些网友质疑，有网友
认为，对于部分涉事五星级酒店来说，住一晚的房费都

在 2000 元以上，这样的处罚金额近乎“挠痒痒”。

多因未按规定消毒被处罚

记者注意到，各地已发布的处罚法规依据均为原卫生
部于2011年发布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其
中规定，公共场所经营者有“未按照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
进行清洗、消毒、保洁，或者重复使用一次性用品用具”的，
可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可处以 2000 元以下罚款。
逾期不改正，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可以依法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卫生许可证。

在各地被处罚的五星级酒店中，北京地区涉事的 4
家酒店罚款差距较大。2018 年 11 月 23 日，北京市朝阳
区卫计委公布了对北京康莱德酒店和北京柏悦酒店的
行政处罚决定。朝阳区卫计委认定北京康莱德酒店和
北京柏悦酒店“提供给顾客使用的用品用具，未按照有
关卫生标准和要求保洁”，依据相关规定，对两家酒店处
以“警告、罚款 2000 元”的处罚，并责令限期改正。

2018 年 11 月 30 日，北京东城区卫计委以“提供给顾
客使用的用品用具，未按照有关卫生标准和要求清洗，
消毒”给予北京王府半岛酒店所属的王府饭店有限公司
警告、罚款 2000 元的处罚。相比之下，位于北京海淀的
北京颐和安缦酒店获得了更严厉的处罚。该酒店因“提
供给顾客使用的用品用具，未按有关卫生标准和要求消
毒”被处以警告，并被罚款 1.5 万元。颐和安缦酒店为已
经发布的涉事酒店中，被处罚金额最高的。对此，海淀
区卫计委法制部门的工作人员称，有关部门是依据《公
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逾期不改正”的相关
条款对北京颐和安缦酒店进行处罚的。

“花总”曝光的 14 家五星级酒店中，有 7 家位于上
海。记者在上海卫生部门官方网站检索发现，7家五星级
酒店的所属公司或经营机构于去年 11 月 30 日到 12 月 4
日期间收到了卫生部门开出的“罚单”。7 家酒店的处罚
事由中均包括“未按照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

毒、保洁”，但上海宝格丽酒店、上海浦东丽思卡尔顿酒店、
上海文华东方酒店、上海世贸皇家艾美酒店以及上海华尔
道夫酒店的处罚事由中还包括“或重复使用一次性用品用
具”，7家酒店均被处以“警告和罚金2000元”的处罚。

据贵州当地媒体报道，“花总”发布视频后，贵州省
贵阳市南明区卫生监督局对涉事的贵阳喜来登贵航酒
店展开执法检查，并发现了问题，做出罚款 2 万元的决
定。但贵阳喜来登贵航酒店对处罚决定不服，要求听
证，对该酒店的最终处罚结果近几日就会出炉。

“花总”坦言处罚“轻”

针对各地相关部门对“花总”曝光酒店的处罚结果，
“花总”对记者表示：“首先要肯定有关部门的及时介
入。”但他认为，此次发布的处罚某种程度上算“轻”的。
在他看来，之所以罚金“不重”，“是因为相关的立法时间
比较早，相信这个事件可以推动相应法规的修改。”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张广瑞表示，这
次“花总”曝光的社会影响非常大，人们对涉事酒店的处
罚结果的预期也是比较高的。但对涉事酒店进行处罚
只能依据也必须依据现有的法律和条款，不能被舆论的
情绪所左右。张广瑞提醒，遭受处罚本身就对这些五星
级酒店的品牌声誉和用户忠诚度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它
们实际的损失远比明面上的罚款要大得多。

针对酒店行业清洁工作中违规操作屡禁不止的现
象，张广瑞表示，“五星级酒店清洁工作的标准是很高
的，但这些标准的执行情况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作人员
的自律，而工作人员的违规操作如果不能被及时纠正的
话就会形成惯性，而这种惯性是会影响到整个行业的。”

张广瑞认为，制定标准的单位和监督单位如何进行
有效的检查是一大难题。另外，近年来我国酒店行业发
展得非常迅速，但也由此出现了人才短缺的情况，导致
经营和管理不善，这也是出现这种情况的深层次原因。

（北青）

14家五星级酒店卫生状况被曝光，其中12家仅处2000元或以下罚款，网友吐槽：

罚金居然不够一夜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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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名儿童接种
过期脊灰疫苗
事发江苏金湖县，涉事人员被停职

1 月 9 日晚，记者从江苏金湖县委宣传部获悉，
截至 9 日下午 4 时，金湖县官方已确认该县共计 145
名儿童接种了过期脊灰疫苗。涉事的黎城卫生院
负责人和相关当事人、金湖县疾控中心领导班子成
员和相关科室人员已经全部停职，接受调查处理。

据金湖县委宣传部通报，2019 年 1 月 7 日，该县
黎城卫生院发生了一起口服过期疫苗事件。事件
发生后，该县县委、县政府立即成立应急指挥部，统
筹协调事件处置工作。通过对接种儿童家长的逐
一电话排查，截至 9 日下午 4 时，该县共计 145 名儿
童接种了过期脊灰疫苗。经调查，该疫苗厂家为北
京北生研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批号为 201612158，有
效期为 2018 年 12 月 11 日。该批次疫苗系 2017 年 5
月 9 日由淮安市疾控中心配送至金湖县疾控中心，
金湖县疾控中心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冷链配送至黎
城卫生院，疫苗相关资料齐全。2018 年 12 月 12 日
至 2019 年 1 月 7 日，黎城卫生院已使用过期脊灰疫
苗 21 支，剩余 69 支未使用。

此次事件根本原因是管理混乱，工作失职，监
管失灵。目前，该县纪委、监察委、卫生和计生委、
市监局等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并启动问责程序。
涉事的黎城卫生院负责人和相关当事人、金湖县疾
控中心领导班子成员和相关科室人员已经全部停
职，接受调查处理。

金湖县委宣传部在通报中称，该县已专门邀请
省市疫苗专家来金湖指导事件处置和善后工作，并
向有关家长承诺：承担由此次接种过期疫苗引起的
一切后果。

金湖县委、县政府表示，将根据调查结果，依规
依法追究相关当事人和负责人的责任，从严给予处
理，绝不袒护、包庇、护短。对事件的调查处理情况
将及时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中新）

安徽对一 17 人诈骗犯罪集团
提起公诉

骗款近5.4亿
据安徽省人民检察院 1 月 10 日消息，发售无任

何商品价值属性的资产包，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
取投资人钱款近 5.4 亿元。日前，安徽省金寨县检
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以李从建、吴善良为首要分子
的 17 人诈骗犯罪集团提起公诉。

金寨县检察院指控，自 2017 年农历正月开始，
被告人李从建、吴善良等人以所谓“商品证券化”的
模式，在明知资产包价格过度上涨会产生巨大泡沫
的前提下，仍然通过吴善良、李从建实际控制的安
徽东方祥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祥云公司”）
在某公司搭建的平台上发售无任何商品价值属性
的资产包，并规定投资人须在线下按一定比例购买
灵芝系列产品实物后，才能获得线上资产包的购买
资格。为广泛招揽投资人、操控资产包价格，被告
人李从建、吴善良等人，采用混淆视听、夸大其词等
方式进行大量虚假宣传，安排团伙成员通过“自买
自卖、低吸高抛”等方式人为操控资产包价格涨
跌。同时，李从建等人还设置交易规则，对投资人
的线上交易收取各种名义的费用。

经审计，李从建、吴善良等人以非法获取佣金、
奖金、侵吞投资人资金的方式，骗取广大投资人钱
款共计 53786 万余元，被骗资金由李从建、吴善良等
人控制、占有、使用，并大肆挥霍。

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李从建、吴善良等17人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形成了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诈骗
犯罪集团，应当以诈骗罪追究上述被告人的刑事责
任，其中被告人李从建、吴善良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
子，应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新京）

真瓶装着假茅台
开宝马上门推销
浙江杭州西湖警方一举端掉了这
一销售假茅台酒的犯罪团伙

通过线索，浙江杭州西湖警方一举端掉了这一销
售假茅台酒的犯罪团伙，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两名，
并当场查获假“茅台酒”59瓶，涉案总价值近30万元。

1 月 3 日，西溪派出所接到市民罗先生报警称，
有人上门销售假茅台酒。报警人罗先生在天目山
路经营着一家烟酒商行，当天下午，店里来了一个
开宝马车的男人，手里拎了两瓶茅台。该男子说：

“朋友送了几箱茅台酒，我自己用不着，你看这里要
不要，低价出手……”

每瓶茅台酒的售价 1000 多元，这一箱茅台，也
不是小数目啊！罗先生十分老道，请来资深品酒师
朋友鉴别——虽然这批茅台酒无论从包装、二维
码、防伪标注、气味等各方面都与真茅台无异，但罗
先生的品酒师朋友却十分自信地认定这批茅台并
非正品，并果断选择了报警。受案后，民警请来了
茅台酒品牌专业的打假员进行现场检验。检验员
表示，这些假酒全都使用了真茅台酒瓶子，包括瓶
身二维码，扫描都是真的，做到了全套酒品仿真。

据嫌疑人范某交代，这些酒是他自己和朋友王
某从贵州上家处以较低价购入，再以线下销售的方
式以每瓶 1450 元至 1600 元不等的价格出售。从
2018 年 10 月份开始，两人已在西湖区多家烟酒商店
销售数次，成功售出假冒茅台酒 10 余箱。每一次交
易，两人都会开着借来的宝马 X5 送货上门，以便更
好取得买家的信任。而因为仿真程度高，这批假酒
在之前的销售中，并未被买家识破。随后，民警在
江干区将另一名嫌疑人王某抓获，并在其开的宝马
车后备厢内当场查获假冒茅台 8 箱。

据嫌疑人范某坦白，这些假冒的茅台酒都是以
次充好，在酒瓶隐蔽处通过针孔注入的方式，用低
档的白酒与真品茅台酒混合。

目前，范某和王某因涉嫌非法销售伪劣产品罪
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钱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