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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在我省首创食品生产企业“一票通”制度

每每样样食食品品都都要要有有““身身份份证证””
本报青岛4月15日讯（记

者 吕璐） 日前，青岛市食
药局在我省首创食品生产企
业“一票通”制度，确保每样食
品都有标注详细信息的“身份
证”，食品源头可追溯，去向可
查。青岛市近1200家食品生产
企业将于今年7月前全面实施

“一票通”制度。
据了解，青岛市食药局打

造的食品生产企业“一票通”
制度，首先要求企业健全食品
生产台账，实现产品原料可追
查。要求企业健全原辅材料采

购台账、生产过程记录台账、
成品批批检验台账及成品出
入库台账等食品生产台账。让
企业生产的每一批产成品均
可通过上述台账逆向追查到
原辅材料使用情况，以及具体
的原辅材料生产厂家。

其次，企业产品信息“一
票通”，实现食品流向可追
溯。青岛市食药局统一将食
品生产企业销货凭证、购货
单位的进货凭证合并设计成
一种“一票通”票据。票据上
写明食品生产企业和购货单

位的食品名称、生产日期、保
质期、规格、数量、单价、金
额、交货人、生产企业公章及
购货单位名称、地址、联系方
式和收货人等内容。票据一
式两联，第一联由食品生产
企业留存，作为销货凭证使
用；第二联由购货单位留存，
作为进货凭证使用。

“食品生产企业销售产
成品时，必须批批详细填写
票据。”青岛市食药局食品生
产处工作人员介绍，企业留
存的第一联票据作为食品质

量安全信息档案备存，方便
企业和监管部门查阅。通过
查阅票据相关质量信息，可
全面掌握食品生产企业具体
产成品销售流向，或逆向追
溯购货单位商品来源。购货
单位的第二联票据，视作选
择供货方的重要诚信证明和
质量安全信息，确保从正规
食品生产企业采购到质量安
全的食品。“一票通”制度使
用 统 一 的食品 销售流 向 记
录，保障食品生产、流通环节
无缝监管。

八八旬旬老老人人自自学学英英语语十十六六年年
六次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最高分考了84分

零基础学英语

被称作“博兴疯子”

从博兴第三中学退休后，
鲍汝润一直赋闲在家，1999
年，64岁的鲍汝润在报纸上看
到了一篇《老而好学者益寿》
的文章，里面提到：“音乐、书
法、绘画、下棋、阅读和学习外
语等都是很好的脑力操，尤其
学习外语可以有效地防止衰
老。”鲍汝润受到启发，建议朋
友一起学习英语，鲍汝润的想
法遭到了朋友的嘲笑，但是鲍
汝润真的学了起来。

英语零基础，一点点自学
困难重重。鲍汝润从音标学
起，绘制图画，标注好发音位
置，用半年的时间，他将音标
完全掌握。

鲍汝润的家靠近铁道，他
每天早上起来就去铁道边，边
走路边学习英语，嘴里嘟嘟囔
囔，施工的熟悉鲍汝润的工友
说，“博兴疯子”又出来了，他
在学英语。

辅导孙子学英语

孙子中考得满分

六年时间过去了，2005
年，鲍汝润来到滨州二中，参
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测
试，进考场前，监考老师核对
证件后才相信还有年纪这么

大的考生。初次考试仅得了41
分，但他没有灰心丧气，在下
一年的考试中他得了69分，取
得了山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课程（英语二）合格证书。

鲍汝润学习英文，家里人
分为两派，老伴坚决反对，至
今也没有改变看法，在老伴的
眼中，鲍汝润应该收拾收拾
家、做做饭。对于鲍汝润学习
英语，家里的小辈还是支持
的。由于每天都有大把的时间
学习英文，现在他能熟练运用
各种英语语法，还能听懂广播
电台的英语新闻、阅读英文报
纸。鲍汝润经常辅导孙子，中
考时，孙子的英语考了满分。

“孩子真没给我丢脸。”鲍汝润
骄傲地说。

走进114所中小学

送英语学习经验

在鲍汝润家里，写单词的
草稿纸堆得满满的，一张拼接
起来的单词纸，打开十多米后
还没完全展开，桌子上排满了
英语书籍。一开始，鲍汝润学
习英语是为了自己长寿，然而
当考试得到69分后，他的想法
改变了，此后他又连续考了几
次，分数达到了84分。他想自
己年纪这么大了，自学英语都
能学好，孩子们只要想学，就
没有办不成的事，他想走进校
园，将自己的事例告诉孩子

们，激励他们好好学习。
为了把自己的学习体会

传授给学生，鲍汝润确定了
“行万里路，为百所学校送去
《老者自学英语成才经验谈》”
的目标。从2006年至今，他奔
波于济南、淄博、滨州之间，行
程达上千公里，已走进114所

中小学校，向孩子们讲述他学
习英语的经历。

4月19日在滨州实验学校，
他将参加第七次考试，目标是
90分以上，为此他最近每天学
习英语的时间达10个小时。“每
天除了吃饭，剩下的时间就用
来学习了。”鲍汝润说。

商贩突发病

路人伸援手

“网络按摩师”

实际是色狼

本报枣庄4月15日讯(记者 张
冬梅 通讯员 侯贺森 张涛 刘
良蒙) 利用QQ、微信加好友，冒充
妇科医生和专业按摩师，在短短半
年多时间，对六名妇女儿童实施强
奸、猥亵，日前，滕州市检察院以涉
嫌强奸、强制猥亵妇女、猥亵儿童罪
将犯罪嫌疑人娄某批准逮捕。

娄某现年45岁，小学文化，是滕
州市张汪镇的一名农民，多年来一
直在劳务市场干电工。娄某经常浏
览不健康网站，为寻求刺激，2014年
夏天开始，娄某利用QQ、微信等软
件，起名“魏阿姨”，打着“妇科医
生”、“专业按摩师”的幌子，专门查
找并添加十三岁至十七岁的女孩为
好友与她们聊天。在网上，娄某吹嘘
自己是专门研究青少年发育健康机
构的女医生，专门给妇女治疗发育
不良、生殖器畸形等病症。在取得被
害人的初步信任后，娄某以可以通
过网络免费帮助被害人查看发育状
况为由，向被害人索要其胸部、生殖
器等照片，继而骗说被害人患有严
重的内分泌失调，导致生殖器畸形，
需要专业按摩治疗，娄某通过网络
视频对被害人进行按摩治疗远程
指导。

为进一步达到泄欲目的，娄某
骗说其所在的机构在滕州免费治
疗很多人了，可以介绍一姓李的

“专业按摩师”给受害人现场免费
按摩。被害人信任并答应后，娄某
自己冒称“李叔”和被害人在宾馆
房间见面后，让被害人喝一些催情
迷药，以检查、按摩的名义猥亵并强
奸被害人。据娄某供述，他在网上以

“魏阿姨”的身份和添加的小女孩聊
天，并给被害人建档案和远程指导
按摩，让被害人消除戒备心理。六名
被害人中，有五人未成年，一人不满
十四周岁。

办案检察官经审查认为，娄某
冒充医生，骗取被害人信任，以被害
人身体有严重畸形为由，以专业按
摩师名义，对六名妇女、儿童实施强
奸、猥亵，其涉嫌强奸、强制猥亵妇
女、猥亵儿童罪，依法批准逮捕。

本报烟台4月15日讯（记者 于
飞） 卖蛤蜊的商贩在摊点前犯了
病，一直在抽搐，热心的路人见状赶
紧上前帮忙，并叫来了120，可是商
贩却坚持不肯上车，一定要将自己
的蛤蜊卖完才肯走。路人又临时充
当起了老板，帮忙张罗着卖蛤蜊。这
一幕，就发生在烟台芝罘区福安中
学附近。

目击者邢先生说，15日下午，在
芝罘区福安中学附近，一个卖蛤蜊
的商贩突然犯病倒地，躺在地上抽
搐，之后就不省人事了，好像是犯了
癫痫病。路过的市民看见后，赶紧过
来帮忙。邢先生说，大家掐他的人中
穴，把他掐醒了。

120急救人员来到了现场，可是
这个商贩却说什么都不肯上救护
车，他说蛤蜊没有卖完不能走，他还
要卖蛤。商贩坚持要把100多斤蛤蜊
卖完。看到卖蛤蜊的商贩病成这样
还在惦记自己的蛤蜊，周围的市民
便主动帮助张罗起生意来。有人帮
忙叫卖，有人帮忙称重，大家忙得不
亦乐乎。

“平时大家到菜市场买菜，可能
会跟商贩讨价还价，可是当看到卖
蛤的商贩需要帮助的时候，现场很
多人都伸出了援助之手。”市民邢先
生说，看到这一幕，非常令人感动。

一一男男子子伪伪装装公公司司老老总总骗骗财财骗骗色色
还拍下女网友不雅照和视频，已被抓获归案

本报潍坊4月15日讯（记
者 赵磊） 一男子将自己伪
装成身家千万的旅游公司老
总，在网络上搜寻三四十岁的
中年妇女，用花言巧语骗取对
方信任后发展成男女朋友关
系。之后，该男子利用各种理
由骗取财物，并且拍下了“女
友”的不雅照片和视频。一名
受害者报警，4月15日，潍坊警
方将该男子抓获归案。

38岁的夏女士在大连开
了一家手机专卖店，2011年，
高某购买了一款手机后，就用

QQ与夏女士聊天，高某说他
在北京开办了一家旅游公司，
是公司的老总，在北京有房
产，在威海还有一套海景房，
身家数千万。聊着聊着，两人
成了朋友。

2014年1月，高某说自己
过生日，让夏女士来潍坊陪
他。夏女士来到潍坊，席间，高
某说会算命，也懂易经。他算
出夏女士命里无金，不能戴
金，只能戴些翡翠之类的玉。
又说他认识北京的一个金镶
玉的老师傅，手艺很好，可以

把夏女士的金首饰镶上翡翠。
夏女士将金项链和金手链交
给了高某。

之后，高某向夏女士骗取
现金、手机、金条等财物，编造
各种理由，有时说自己生意资
金不够，有时说出了交通事故
需要钱处理。直到一年以后，
夏女士感觉不对劲，提出让高
某还钱，而高某给夏女士发去
了一张不雅照片。原来，高某
和夏女士交往的一段时间，偷
偷拍下了不雅照片和视频。

受害者其实并不是只有

夏女士一人，同时还有潍坊、
北京的两名妇女。她们的情况
和夏女士基本相同，都是被高
某骗去了大量财物，还被偷偷
拍下了不雅照片和视频。高某
甚至用这些照片和视频威胁
过她们。4月初，潍坊的受害者
张女士不堪威胁，到潍城区城
关派出所报案。民警迅速将高
某抓获。民警调查发现，高某
先后对三名女性进行过诈骗，
在他的手机中还有大量的不
雅照片和视频。目前此案正在
进一步审理中。

今年80岁的退休教师鲍汝润，博兴县人，学习英语已有16个春秋。16年里，他用烂了五部英文字典，用坏了
四台收音机，手写英文单词多达500万个，走进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文测试的考场已经六次了，从41分到84分，
他不断地刷新自己的纪录。在114所学校作过演讲，“我想用自己的事例告诉孩子们，我一个老头都能学好英语，
他们只要学就一定能学好。”鲍汝润说。

文/片 本报记者 谭正正 王晓霜

鲍汝润展示初学英语时自己画的音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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