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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梅毒毒产产妇妇””凌凌晨晨抛抛弃弃新新生生儿儿
婴儿疑遗传母体梅毒，目前已由福利院收治

产妇患有梅毒

产后悄悄离去

23日下午4点左右，一名
孕妇在一男一女的陪伴下来
到位于滨州市黄河二路的广
兴妇产科医院。“孕妇很年轻，
虽然化着很浓的妆，但是一看
也就20岁左右，当时情况很紧
张，马上就要生产了。”医院工
作人员说，进产房前，医生询
问孕妇信息进行登记，孕妇称
自己叫“吴文丽”，身份证丢
失，身份证号码“记不住了”，
其余信息一概没有。

由于情况紧张，医生立刻
将孕妇送进产房。“刚进产房
也就10分钟左右，孩子就生下
来了，由于是早产，孩子只有3
斤8两，但是身体各项机能一
切正常。”医院工作人员说：

“但是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发现
产妇患有梅毒，怀疑孩子会有
母体遗传梅毒。”产妇生产后，
为防止传染，医生将产妇与新
生儿安排在单间病房中。而此
时，陪同产妇前来的一男一女
已在产妇生产期间离开医院，
并称只是产妇的“普通朋友”。

病房护士说：“我们把孩
子抱进病房的时候，她连看都
没看孩子一眼，给她讲解母乳
喂养的注意事项，她也不抬
头，我们每一个多小时就会去

查看产妇和新生儿情况，她还
说我们‘烦不烦’。”25日凌晨
零点左右，大夫查过一次房，
母子没有异常，凌晨2时许医
生前往查房时，发现产妇已经
离开，随身物品也已带走，新
生儿被留在病房里无人看管。

产妇留下虚假信息

警方介入调查

值班医生说，24日晚，曾
有一个电话打到医院，称是产
妇的“姐姐”，产妇的手机号停
机了，要为产妇交住院费。医
生转达给产妇后，产妇曾让值
班护士帮忙充了20元话费。而
产妇离开医院后，医生拨打

“ 吴 文 丽 ”留 下 的 尾 号 为
“4014”的电话时，电话已停机
无法接通。那位“姐姐”也在电
话中称与产妇“根本不熟”。

“我们怀疑她留下的信息都是
假的，因为我们在她孕中的一
份B超报告上发现登记的名字
是‘牛淑芹’。”

“当时送她来医院的女子
曾经说过一句‘她不想要这个
孩子’，结合她自身患有梅毒
和凌晨离开等种种现象，我们
怀疑婴儿是被有意遗弃的。”
广兴妇产科医院刘院长说。

25日凌晨新生儿被转移
到护士站进行照顾，护士站的
护士们还为孩子起名“小五

月”。目前，警方正在对产妇进
行调查，而“小五月”已由滨州
市儿童福利院接收。

28日，记者在滨州市儿童
福利院了解到，由于新生儿在
生产过程中有可能被传染母

体梅毒，目前福利院已将孩子
送往医院进行治疗，“孩子现
在的身体状况比较稳定，不会
存在传染等问题，我们都希望
孩子的妈妈能出现，应该对孩
子负责任。”

本报青岛5月28日讯（记者 周
衍鹏 马云云） 28日下午，青岛市
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发布消息：青
岛市检察机关依法决定对青岛饮料
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红梅（副厅
级）、崂山区原政协主席郭德利（副
厅级）立案侦查。

28日下午4时许，青岛市人民检
察院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经山东省
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青岛市人民
检察院依法对青岛市崂山区原政协
主席郭德利（副厅级）涉嫌受贿、贪污
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即
墨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青岛饮料集
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红梅（副厅级）
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
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5月6日，青岛市纪委通报：对青
岛饮料集团总经理刘红梅严重违纪
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经查，刘红梅
在担任青岛饮料集团党委副书记、
董事、总经理，青岛崂山矿泉水有限
公司、华东葡萄酿酒有限公司执行
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
单位谋取利益并收受贿赂；工作失
职，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以及违反财
经纪律。其行为构成严重违纪，其中
受贿问题涉嫌犯罪。根据《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市
纪委常委会审议并报市委批准，决
定给予刘红梅开除党籍和行政开除
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
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5月12日，青岛市纪委通报：对
崂山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郭德利
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经查，
郭德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
谋取利益，收受贿赂；贪污、挪用公
款；违反财经纪律。郭德利上述行为
构成严重违纪，其中贪污和受贿问
题涉嫌犯罪。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青岛市纪
委审议并报市委批准，决定给予郭
德利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处分；将
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
机关依法处理。

5月23日下午，一名年轻孕妇在医院产下一名
女婴，25日凌晨，这名产妇抛下新生儿悄悄离开医
院。经查询发现，这名产妇所留信息均为虚假信
息，新生儿疑遗传母体梅毒，目前已被福利院接
收，正在积极救治当中。

青岛两厅官

被立案侦查

本报记者 杜雅楠

医生正在照顾弃儿。 本报记者 杜雅楠 摄

本报日照5月28日讯（记者 王
裕奎 通讯员 张立新） 核定载
重不到16吨的货车，却装了67吨多，
在卸煤时距相邻货车太近，侧翻后
将相邻货车的驾驶室砸毁掩埋，驾
驶员死亡。近日，日照岚山区法院以
重大责任事故罪对肇事司机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

2014年10月23日19时许，日照岚
山区的秦某驾驶核定载重不到16吨
却装了67吨多的重型自卸货车，到
日照钢铁公司汽车受料槽煤粉场
地，在货车严重超载、现场地面不
平、与相邻货车距离近的情况下，仍
升起车厢底下的液压升降杆卸煤，
当液压升降杆将车厢顶至高处时，
升降杆从底端断掉，装满煤的车厢
侧翻，砸毁相邻货车的驾驶室，被砸
毁货车驾驶室内的驾驶员刘某胸腹
部受压后窒息死亡。事发后，秦某立
即打电话报警，积极参与抢救，并在
事故现场投案。

案发后，秦某所驾驶货车的车
主与死者亲属达成赔偿协议，一次
性赔偿80余万元，现已赔付8万元，
剩余款待到投保的保险公司理赔后
再予赔付。

今年4月，岚山区法院经审理后
认为，秦某在作业中违反安全管理
规定，致一人死亡，其行为构成重大
责任事故罪。秦某投案自首，所驾驶
车辆的车主已与死者亲属达成赔偿
协议，可以从轻处罚，近日，岚山区
法院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对秦某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

超载大货砸死人

司机获刑一年

一公司防污设施不正常运行，一私人作坊无污水处理设施

青青岛岛首首开开环环境境违违法法拘拘留留罚罚单单
本报青岛5月28日讯（记

者 吕璐） 28日，青岛市环
保局通报了两起移交公安案
件的进展情况。一家机械公司
防污设施不正常运行，向污水
管网直排废水，嫌疑人被处以
行政拘留10天。一家洗酸厂非
法倾倒酸性废水16吨，涉嫌
违反刑法，嫌疑人被刑拘。据
了解，两起案件分别是新环
保实施以后青岛市首例因环
境违法被处以行政拘留的案
件和目前市区首例被处以刑
拘的案件。

今年4月14日，城阳环保分
局执法人员来到青岛某机械有
限公司进行突击检查。该公司

未经环保审批擅自进行金属表
面处理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污水进入污水调节池后，未
经处理通过潜水泵和软管直接
排入城市污水管网。4月27日，城
阳环保分局以涉嫌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通
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
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
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
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
的规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建议对违法嫌疑人孙某实施行
政拘留，公安机关受理案件。5
月26日，公安机关依法将孙某
控制，5月27日，经审理决定对违
法嫌疑人孙某处以行政拘留10

天的行政处罚。这是新环保法
实施以来，青岛市首个因环境
违法被处以行政拘留的案件。

4月20日，城阳环保分局接
到举报，反映城阳区棘洪滩街
道北万村老货厂有一大型酸洗
厂，污水直排，严重污染河流。
当日，环保等多部门组成联合
检查组现场检查。执法人员发
现，在棘洪滩街道北万村北、烟
草仓库西南有一私人作坊，正
在对铁件进行酸洗作业，无污
水处理设施，生产废水通过厂
外水渠流入西侧垃圾厂自然渗
漏。该作坊老板高某未办理工
商登记和环保审批手续。现场
勘察发现，废水排放量已超过

16吨，三处点位取样监测PH值
均小于2，属于危险废物。

4月23日，城阳环保分局以
高某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违反
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
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
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
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
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规
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5月25
日，嫌疑人高某被刑事拘留。这
是青岛市市区首例因环境违法
被处以刑拘的案件。

本报滨州5月28日讯（记
者 王茜茜 杜雅楠） 28日
本报以《开发商老板被抓楼房
停建，444户业主交了钱，房子
成“画饼”》为题报道了因开发
商豪门集团涉嫌非法集资老
板被抓，滨州市博兴县豪门·
翡翠城400多户购房业主“盼

房”。28日上午，博兴县政府成
立了专门工作小组，将于29日
开始全面理清关于该房产项
目的房源及资产。

28日上午，在博兴县信访
局接访大厅，豪门·翡翠城的
业主们聚集在一起。博兴县建
筑业管理局党组书记鲍巍介
绍，为尽快妥善处理豪门·翡
翠城的问题，维护各购房业主
的利益，博兴县政府特成立专
门工作小组，协调处理该房地

产项目的有关问题。专门工作
小组将于29日在豪门·翡翠城
受理各位业主的房源登记，按
照项目进度，分为一期、二期
一批次、二期二批次、三期，业
主拿着相关购房证明到现场
登记核实。并且，全体业主可
选出10名至20名业主代表，以
便于监督、督促专门工作小组
理清未售房源、已售房源及项
目资产。

“我们现在 的 愿 望 很简

单，都是自己挣的辛苦钱，就
想能赶紧交房。”刘女士说，

“一期已经拿到钥匙的房主
希望能尽快拿到房产证，二
期一批的房子只要能通上水
电就能交房了，二期二批和
三期房子的业主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尽快恢复施工。”

对此，鲍巍告诉记者，以
上问题都需要等理清房源及
资产后，征求业主意见，再进
一步寻找解决方案。

《444户业主交了钱，房子成“画饼”》引起当地重视

博博兴兴成成立立工工作作小小组组理理清清房房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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