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抽样单位名称 被抽样单位地址 食品名称 不合格项目
城阳区品味楼饭店 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岙东北路328号 草鱼 恩诺沙星（恩诺沙星和环丙沙星之和）‖119 .5μg/kg‖≤100μg/kg

城阳区王强谢一绝火锅店
青岛市城阳区夏庄街道史家泊子社区世纪家家福超市一楼8号、9号

网点房
生羊肉 克伦特罗‖11 . 8μg/kg‖不得检出

城阳区百千川餐馆 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棘洪滩社区锦宏西路47号 茼蒿 克百威（克百威和三羟基克百威之和，以克百威表示）‖0 . 078mg/
kg‖≤0 . 02mg/kg

城阳区汤神火锅店 青岛市城阳区上马街道胶州湾小海鲜美食城西楼自北向南11号12号 生羊肉 克伦特罗‖42 . 1μg/kg‖不得检出
青岛市红岛经济区瑞昌隆快餐店 红岛经济区河套街道市场北侧 韭菜 六六六‖0 . 109mg/kg‖≤0 . 05mg/kg
青岛市红岛经济区瑞昌隆快餐店 红岛经济区河套街道市场北侧 芹菜 毒死蜱‖0 . 105mg/kg‖≤0 . 05mg/kg
青岛市红岛经济区瑞昌隆快餐店 红岛经济区河套街道市场北侧 粉条 铝的残留量‖244mg/kg‖≤200mg/kg

即墨区宫家顺饭店 青岛即墨区鳌山卫街道东里村 熟排骨 亚硝酸盐(以亚硝酸钠计)1 . 6 mg/kg‖不得使用
即墨区赵世恒全羊汤馆 青岛市即墨区鳌山卫街道鳌山卫医院东西里村委对面 熟羊肉 亚硝酸盐(以亚硝酸钠计)8 . 2 mg/kg‖不得使用

即墨区恭明酒店 青岛市即墨区田横岛省级旅游度假区仲村9号 熟猪大肠 亚硝酸盐(以亚硝酸钠计)11mg/kg‖不得使用
即墨区宇微王家饭店 青岛市即墨区通济街道常黄沟岔村城马路92号 红烧肉 亚硝酸盐(以亚硝酸钠计)1 . 2mg/kg‖不得使用
即墨区张有才全羊馆 青岛市即墨区城马路217号 熟羊肉 亚硝酸盐(以亚硝酸钠计)3 . 4 mg/kg‖不得使用

即墨区田横大洋涮烤园 即墨区田横岛省级旅游度假区纪家庄村20号 酱猪蹄 亚硝酸盐(以亚硝酸钠计)38mg/kg‖不得使用
即墨区田横镇和纪饭店 青岛市即墨区田横岛省级旅游度假区陆戈庄村527号 酱猪蹄 亚硝酸盐(以亚硝酸钠计)1 . 4 mg/kg‖不得使用
即墨区孙振恒牛肉汤店 青岛市即墨区通济街道城马路39-14号网点 粉条 铅0 . 58 mg/kg‖0 . 5mg/kg

胶州市常莉莉音乐主题餐厅 青岛市胶州市海尔大道与五金北路路口1号网点 芹菜 氧乐果‖0 . 096mg/kg‖≤0 . 02mg/kg
胶州市辣五味麻辣香锅店 青岛市胶州市九龙街道兰州东路国都名城22号-102 菠菜 毒死蜱‖0 . 20mg/kg‖≤0 . 1mg/kg

胶州市张家琴岛食府 青岛市胶州市九龙街道周家滩村前 山芹 氧乐果‖3 . 59mg/kg‖≤0 . 02mg/kg
胶州市九龙镇龙子大酒店 胶州市九龙街道驻地 芹菜 氧乐果‖1 . 11mg/kg‖≤0 . 02mg/kg

胶州市学刚饭店 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冷家村 粉条 铝的残留量（以干基计）‖372mg/kg‖≤200mg/kg
莱西市润杰酒店 青岛市莱西市姜山镇姜山三村 韭菜 氧乐果║0 . 27mg/kg║≤0 . 02mg/kg

莱西市王记牛肉汤店 青岛市莱西市姜山镇杭州路农业银行北 粉条 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l计）║206 . 4mg/kg║≤200mg/kg
莱西市姜超全羊店 青岛莱西市姜山镇姜山六村 粉条 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l计）║207 . 3mg/kg║≤200mg/kg

崂山区海福聚渔家宴酒店 青岛市崂山区王哥庄街道港东社区 酱牛肉 亚硝酸盐（以亚硝酸钠计）‖2 . 4mg/kg‖不得检出

青岛市崂山区顺意临饭店 青岛市崂山区王哥庄街道王哥庄社区 粉条 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l计）‖228mg/kg‖≤200mg/kg二氧化
硫残留量‖0 . 036g/kg‖不得添加

崂山区小波大旺饭店 青岛市崂山区王哥庄街道王哥庄社区 韭菜 氧乐果‖0 . 098mg/kg‖≤0 . 02mg/kg

崂山区香聚幸福里酒店 青岛市崂山区劲松七路228号-22户 生羊肉
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397μg/kg‖≤100

μg/kg磺胺类（总量）‖986μg/kg‖≤100μg/kg
崂山区姜老四农家宴饭店 青岛市崂山区北宅街道周哥庄社区 芹菜 氧乐果‖0 . 052mg/kg‖≤0 . 02mg/kg
崂山区红霞渝农家宴饭店 青岛市崂山区北宅街道埠落社区 芹菜 氧乐果‖0 . 054mg/kg‖≤0 . 02mg/kg

崂山区欧陆特快餐店 青岛市崂山区中韩街道张村社区 土豆炖鸡肉 亚硝酸盐（以亚硝酸钠计）‖10mg/kg‖不得检出
崂山区陈明林排骨米饭店 青岛市崂山区中韩街道张村社区 熟鸡肉 亚硝酸盐（以亚硝酸钠计）‖4 . 7mg/kg‖不得检出

崂山区吉祥坊重庆鸡公煲饭店 青岛市崂山区九水东路605-74号 菠菜 毒死蜱‖1 . 14mg/kg‖≤0 . 1mg/kg
崂山区陈奋战鸡公煲小吃店 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九水东路605-79号网点 熟排骨 亚硝酸盐（以亚硝酸钠计）‖7 . 4mg/kg‖不得检出

崂山区云海楼大酒店 青岛市崂山区王哥庄街道港东社区 老板鱼 呋喃西林代谢物‖13 . 8μg/kg‖不得检出
青岛市崂山区聚香福饭店 青岛市崂山区王哥庄街道港东社区渔码头 芹菜 辛硫磷‖0 . 0543mg/kg‖≤0 . 05mg/kg
崂山区杨记彬彬快餐店 青岛市崂山区中韩街道郑张社区 鸡胸肉 氯霉素‖0 . 544μg/kg‖不得检出
崂山区福福来海鲜菜馆 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南姜哥庄社区 熟腱子肉 亚硝酸盐（以亚硝酸钠计）‖2 . 0mg/kg‖不得检出
崂山区姜禄晓海鲜酒店 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于哥庄社区 精制红薯粉条 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l计）‖216mg/kg‖≤200mg/kg

崂山区熙得来饭店 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北龙口社区 熟鸡肉 亚硝酸盐（以亚硝酸钠计）‖2 . 6mg/kg‖不得检出
李沧区一发屯农家院灶台鱼店 青岛市李沧区滨河路1225号 粉条 铝的残留量║2 . 10×102mg/kg║≤200mg/kg

李沧区船来了微山湖酒店 青岛市李沧区滨河路1037号 韭菜 氯氟氰菊酯║1 . 17mg/kg║≤0 . 5mg/kg
李沧区赶大集家常菜馆 青岛市李沧区滨河路1017号 芹菜 二甲戊乐灵║0 . 58mg/kg║≤0 . 2mg/kg

李沧区滨河源酒家 青岛市李沧区滨河路1047号1层 粉条 铝的残留量║2 . 42×102mg/kg║≤200mg/kg
李沧区满好圆春饼店 青岛市李沧区巨峰路178号 韭菜 腐霉利║1 . 70mg/kg║≤0 . 2mg/kg

青岛三盛楼饭店有限责任公司临汾路店 青岛市李沧区临汾路12—14号 芹菜 氯氟氰菊酯║1 . 17mg/kg║≤0 . 5mg/kg
李沧区聂家永琪餐饮店 青岛市李沧区巨峰路178号甲-39 生羊肉 克伦特罗║26μg/kg║不得检出

李沧区天府国麻辣香锅店 青岛市李沧区巨峰路178号万达广场三楼3012B号商铺 生牛肉 克伦特罗║2 . 5μg/kg║不得检出
李沧区望长安餐厅 青岛市李沧区巨峰路178号万达广场三楼3009B号商铺 韭菜 氯氟氰菊酯║1 . 73mg/kg║≤0 . 5mg/kg

李沧区鑫盛华裕酒店 青岛市李沧区湘潭路50号-5 韭菜
腐霉利║0 . 22mg/kg║≤0 . 2mg/kg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

║1 . 06mg/kg║≤0 . 5mg/kg
李沧区想淮南牛肉汤馆 青岛市李沧区湘潭路53-2号 生牛肉 克伦特罗║22μg/kg║不得检出
李沧区渔伴仙餐饮店 青岛市李沧区万年泉路237-2号网点 草鱼 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1 . 88×102μg/kg║≤100μg/kg

青岛爷爷私房菜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市李沧区万年泉路127号 花鲢 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1 . 28×102μg/kg║≤100μg/kg
李沧区凤峰人民公社大食堂 青岛市李沧区升平东路32号 烤鸡 亚硝酸盐║7 . 4mg/kg║不得检出
李沧区鑫金水人家家常菜店 青岛市李沧区金水路2119-4号 酱牛肉 亚硝酸盐║6 . 8mg/kg║不得检出

李沧区小媳妇铁锅炖鱼店 青岛市李沧区生平东路42号网点 嘎鱼（淡水
鱼） 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2 . 20×102μg/kg║≤100μg/kg

平度市和平惠丰饭庄 青岛市平度市蓼兰镇和平村 茼蒿 克百威（包括3-羟基克百威）‖≤0 . 02mg/kg‖0 . 038mg/kg
平度市和平惠丰饭庄 青岛市平度市蓼兰镇和平村 酱猪耳 亚硝酸盐（以亚硝酸钠计）‖不得使用（本底）‖17mg/kg

平度市建业大锅羊肉店 平度市蓼兰镇驻地 红烧肉 亚硝酸盐（以亚硝酸钠计）‖不得使用（本底）‖16mg/kg
平度市津盟包子铺 青岛市平度市白沙河街道人民路142号 芹菜 阿维菌素‖≤0 . 05mg/kg‖0 . 11mg/kg
平度市江涛包子铺 青岛市平度市白沙河街道人民路129号 包子 铝的残留量‖不得使用（本底）‖58 . 3mg/kg

市北区尚鱼酷活鱼现烤店 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16、18号（凯德新都心）04层0613、07号 黑鱼 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153.9μg/kg‖≤100μg/kg
市北区记忆街里老火锅吧 青岛市市北区哈尔滨路88号丁-10户 鸡胸肉 磺胺类（总量）‖355μg/kg‖≤100μg/kg

市北区海上村菜馆 青岛市市北区合肥路660号-10 黄鱼 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160.6μg/kg‖≤100μg/kg
青岛圣地雅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市市南区华严路4号 油菜 氧乐果‖≤0 . 02mg/kg ‖ 0 . 037mg/kg

西海岸新区东顺砂锅麻辣烫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滨海街道海西南路57-7号 宽粉 铝的残留量（以干基计）]‖ ≤200 mg/kg ‖ 335 mg/kg
西海岸新区宋久胜快餐店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珠山街道东新村 粉条 铝的残留量（以干基计）]‖ ≤200 mg/kg ‖ 291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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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腹泻(慢性肠炎、功能性腹泻)要重视
如果您的生活中出现了：饮食刺激、精神

紧张就腹痛难耐，反复腹泻，有时还伴有粘
液、脓血等症状，请别忽视！患上了急慢性肠
炎（小肠、结肠、直肠粘膜炎症）、功能性腹泻、
肠易激综合征等引起的腹泻应及早治疗。
贵州万顺堂药业生产的安场牌鞣酸苦

参碱胶囊，质量标准起草单位，用于功能性
腹泻、急慢性肠炎、肠易激惹综合征引起的
腹泻。拉肚子、有肠炎，请选用安场 鞣酸苦
参碱胶囊，治肠炎止腹泻，老年少儿均可使
用。长期腹泻患者应按疗程使用，巩固疗效。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
和使用。
【适应症】：用于功能性腹泻和急慢性肠
炎、肠易激惹综合征引起的腹泻。
【禁忌】：尚不明确；
【不良反应】：少数人有头昏、嗜睡、恶心
等症状。
联系电话：4000809577

18661627835
经销药店：医保城连锁各药店、国风连锁各药
店、众生连锁各药店、成大方圆连锁各药店、

利群连锁各药店、丰硕堂
连锁各药店、海王星辰连
锁各药店、百姓阳光各药
店、北京同仁堂各药店、一
丰堂各药店、春天大药房
等、鹤春堂大药房等、德全
堂药店等、益安堂药店等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52020688
网址：http：//www.gzwst.org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黔药广审(文)第2018050070号

有些胃热津亏、阴虚郁热的人群，因熬
夜、烟酒过量、多食辛辣肥腻、工作压力大，
有时会出现：口臭、口苦口干、胃灼热痛、口
腔溃疡、肠燥便秘等症状，胃热津亏、阴虚郁
热上蒸所致的上述症状可用养阴口香合剂。
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的高原苗药养

阴口香合剂，国药准字，选用贵州名贵金钗石
斛鲜品入药，从药材源头把关，精选十余味地
道药材而成。具有三大功能：滋阴生津、清胃
泻火、行气消积，用于胃热津亏、阴虚郁热上

蒸所致的：口臭、咽干口苦、口舌生疮、齿龈肿
痛、肠燥便秘、胃灼热痛等症。一次30毫升，一
日两次。疗程服用方法详见说明书。
【功能主治】：清胃泻火，滋阴生津，行气
消积。用于胃热津亏，阴虚郁热上蒸所致的口
臭，口舌生疮，齿龈肿痛，咽干口苦，胃灼热
痛，肠燥便秘。
【禁忌】：尚不明确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

和使用。
本品可刷医保卡
经销地址同下

联系电话：
4000809577
18661627835

国药准字z20025095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网址：http：//www.gzwst.com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黔药广审(文)第2018050072号

口臭口疮便秘胃难受，怎么办
口臭口苦口干对因治疗要重视 治口臭口疮养阴口香合剂有信心

安场
В
鞣酸苦参碱胶囊 - -治肠炎止腹泻 拉肚子用安场

В
鞣酸苦参碱胶囊

OTC 甲 类

伊甲В复方聚维酮碘搽剂治疗灰甲有信心

灰 甲 不 灰 心
治 疗 有 方 法
灰指(趾)甲是“甲癣”的俗称，

是病原真菌引起的甲感染。患了灰
指甲的患者在潮湿的环境和季节，
不注意个人卫生或人为的使指甲
表面组织不断受异物侵蚀破坏，指
甲愈加脆弱，更容易感染或复发。
灰指甲变形、发黑(黄)让人难堪，
更需及时治疗，避免传染健康指
甲，或其它部位感染。灰指甲由于
顽固难治，患者选药，请认准国家
批准的正规产品。
您有灰指甲，请别灰心！请用

国药准字药品--伊甲牌复方聚维
酮碘搽剂(国药准字H52020539)，
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用
于甲癣、手癣、足癣、体癣、头癣、花
斑癣，并发细菌感染也可使用，也
用于疖、蚊虫叮咬、手足多汗症。对
真菌、细菌等均有效，还能软化指
甲角质层，增强药物皮肤渗透。涂
搽本品于患甲，坚持使用至新甲长
出。每天1~2次。简单又方便，坚持
治疗有信心。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

导下购买和使用。【适应症】：1、用

于足癣、体癣、头癣、
花斑癣、手癣、甲癣；
并发细菌感染也可使
用。2、用于疖、蚊虫叮
咬、手足多汗症【禁忌】：尚不明确
【不良反应】：偶见皮肤刺激如烧灼
感，或过敏反应如皮疹、瘙痒等
网址：http：//gzwst.com.cn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
黔药广审(文)第2018050071号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52020539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4000809577 18661627835
经销药店：医保城连锁各药店、北京
同仁堂药店等、国风连锁各药店、众
生连锁各药店、成大方圆连锁各药
店、利群连锁各药店、丰硕堂连锁各
药店、海王星辰连锁各药店、同方连
锁各药店、一丰堂连锁各药店、春天
大药房等、紫光大药房等、保康大药
房等、富康大药房等、李健大药房
等、恒生堂大药房等、鹤春堂大药房
等、健联药店等、德全堂药店等、益
瑞堂药店等、益安堂药店等

OTC 甲 类

В

OTC 乙 类

市食药监局又公布餐饮抽检不合格名单，涉及66批次食品

这些饭店食品检出超标
□半岛记者 肖玲玲 报道

本报11月6日讯 近日，市食药监
局网站发布了“2018年市级餐饮环节
监督抽检（七）不合格信息”，66批次食

品不合格，主要问题包括蔬菜农残超
标，肉类亚硝酸盐、抗生素超标，粉条类
铝超标等。
其中涉及的餐饮单位包括青岛圣

地雅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市北区记忆
街里老火锅吧、市北区海上村菜馆、市
北区尚鱼酷活鱼现烤店、青岛三盛楼饭
店有限责任公司临汾路店等。

□半岛记者 韩小伟 通讯员 孙永
安 报道

本报11月6日讯 11月6日，半
岛记者从市农委获悉，第十六届中国
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简称“农交会”)11
月5日在长沙落下帷幕。由青岛沃林
蓝莓果业有限公司推送的“佳沃蓝莓”
获得本届农交会金奖称号。本届展会
本市共26家企业50余种产品参展。据
统计，本市参展企业现场合同交易额
达4800万元，合同意向达9000万元。
据了解，本届农交会展会期间到

会采购商和专业观众达5万多人次，其
中全球重点采购商40家，观展观众超过
40万人次；会上还评选发布了农交会参
展产品金奖299个，农博会袁隆平特别
奖7个、农博会参展产品金奖53个。
在本届农交会上，本市突出展示

“青岛农品”的整体品牌标识形象，集
中展示了今年首批授权的“青岛农品”
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品
牌，叫响了“绿色品质，世界共享”的品
牌口号。

青岛一农业品牌
荣膺国际农交会金奖

□半岛记者 肖玲玲 报道
本报 11月6日讯 为加快打造乡

村振兴战略下的全域旅游小镇，11月6
日，青岛西海岸新区张家楼镇举行了推
进全域旅游工作会议，并在会上进行了
张家楼镇旅游联合会成立暨揭牌仪式。
张家楼镇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四
季有果、瓜果飘香，是远近闻名的油画
小镇。北有达尼画家村、中有十里油画
长廊、南有青岛艺博城，龙湖美术馆、
文旅融合创意园、悦观杏坛画院相继
落户……依托丰富的资源优势，张家
楼镇努力打造文化有特色、生态有魅
力、产业有支撑的油画特色小镇。
张家楼镇邀请北京中科智景设计

院编制了《张家楼镇全域旅游专项规
划》，各园区、景区自发筹备成立了张
家楼镇旅游联合会。张家楼镇相关负
责人表示，他们将精心布局“一心一带
四区”，“一心”，即以艺博城片区为核
心的艺术产业小镇；“一带”，即以204
国道、南北大通道和开城路为支撑的
生态旅游带；“四区”，即东部艺术休闲
区、西部乡村旅游区、南部文化体验
区、北部山水度假区。同时，大力发展
隆和（上疃）田园综合体、石河头花卉
基地等农旅项目和绿泽文化产业园、
樱花海精品民宿等文旅项目。

油画小镇
绘就全域旅游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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