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遇查酒驾

男男子子跑跑进进KKTTVV，，拿拿起起啤啤酒酒对对瓶瓶吹吹
本报菏泽5月31日讯 (记者

邓兴宇 ) 喝酒喝到2 7 0 . 2m g /
100m l，竟还开车带着孩子满街
跑；见到前方查酒驾，酒司机慌不
择路扎进ktv，拿酒对瓶吹，拒不配
合交警执法……5月30日晚上，菏
泽交警市区大队在康庄路沿线开
展针对违反交通安全法的各项清
查行动。两个半小时的行动中，共
查获涉酒违法行为9起，其中2起
疑似醉驾行为，1起以暴力妨碍执
行公务行为。

镜头一：当日21时，一男子开
车从青年路行至康庄路时见到前
方有交警查车，神态慌张，突然减
速。执勤交警怀疑该男子酒驾，赶
紧跑过去查看。经过现场吹气检
测，该男子体内酒精含量竟然达
到270 . 2mg/100ml，达到醉酒标
准。

“我儿子还在车里，让我先给
家里打个电话，让人把儿子接
走。”当执勤交警要将男子送上警
车的时候，该男子才猛然想起来
车里还带着4岁的儿子。“还是存

在侥幸心理，没想到会查到自
己。”该男子很是懊悔。

菏泽交警市区大队牡丹南路
中队民警张国华表示，对于醉酒
驾驶的违法行为，要吊销其机动
车驾驶证，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

镜头二：牡丹路与康庄路巡
查点，一男子看到前方夜查酒驾，
迅速将车开至康庄路北一ktv附
近，妄想逃避检查，执勤交警见状
随后就拿着执法记录仪跟了过
去，没想到该男子竟然拒不配合
交警检查，打开车门直奔ktv拿起
啤酒就往嘴里灌。“记录仪都已经
录下来了，请您配合我们检查。”
执勤交警多次要求后，该男子竟
然大发雷霆，一边大喊大叫，一边
摔酒瓶，还多次与执勤交警发生
撕扯行为。

由于双方一直僵持，直到110
民警赶来才结束了闹剧。目前，该
男子因涉嫌妨害执行公务罪被依
法刑事拘留。

本报菏泽5月31日讯(记者

袁文卿) 近日，本报联合安利菏

泽分公司推出“寻找菏泽环保达

人”活动，向市民征集低碳生活小

窍门，并分享自己的环保理念，众

多市民积极参与。

家中有两辆汽车，却常年乘

坐公交车出行，不是为了省钱，而

是为了环保。环保达人李群告诉

记者，2003年时她去听环保讲座。

主讲人说，如果不保护环境，那么

几十年后，大家的后代走在街道

上可能就要戴着防毒面罩。“别说

几十年后了，你看这两年，因为雾

霾大家上街都开始戴口罩了。后

来有了孩子后，我就想着要自己

行动起来，保护周边环境，给自己

的孩子留下一个美好的环境。”

在生活中，李群选取生活用

品时都会选择可降解的物品，并

一直使用无磷清洁产品。她认为

在外面吃饭会制造很多多余的垃

圾，所以很少在外面吃饭。同时李

群还经常和孩子一起DIY，将闲

置的、破旧的物品重新制作。比如

把不用的牛仔裤剪裁然后填充成

抱枕。偶尔李群也会在家里为孩

子DIY饼干、蛋挞等。她还会不定

期在家里举行小型派对，邀请朋

友们一起分享各自的环保生活。

如果您有新颖的低碳生活小

窍门和大家一起分享，或者是好的

低碳生活方法，可关注齐鲁晚报今

日 菏 泽 官 方 微 信 — 牡 丹 传 媒

(qlwbhz)、发送邮件到qlwbjrhzldl@

163 .com，分享您的环保理念，本报

将选择好的创意进行刊登。对于提

供金点子的读者，本报将赠送读者

可凭游览券进入“环保嘉年华”活

动现场，在游戏中学习环保知识，

加深对环保理念的理解。

家有两辆车

常年坐公交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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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商商场场存存十十三三处处隐隐患患被被叫叫停停
本报郓城5月31日讯(记者

邓兴宇) 一个上下五层，建
筑面积达一万五千余平方米的
大型购物广场，在未经消防验
收合格的情况下，居然擅自投
入使用。消防部门深入检查，商
场内各类消防安全隐患达十三
处之多！

近日，菏泽市消防支队会
同郓城消防大队在进行消防安
全隐患大检查中发现，郓城县
大福源购物广场在未经消防部

门进行消防验收合格的情况
下，擅自投入使用。

而经过现场实地检查，消
防检查人员还发现该商场存在
着地下一层擅自改变防火分
区，安全疏散、应急照明、防火
排烟等消防设施不符合规范要
求；消防电源不能满足二级负
荷供电要求，一旦发生火情，民
用电路无法切断，诸多自动消
防设施形同虚设，根本无法使
用。更有甚者，该商场擅自将四

楼设置为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
所和儿童活动场所，一旦发生
意外，后果不堪设想！通过全面
检查，该商场居然存在着各类
消防安全隐患达十三处之多！

消防检查人员当场向该商
场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责
令其限期一一整改到位。同时，
市消防支队还向郓城县人民政
府下发了《关于郓城县大福源
购物广场存在重大火灾隐患和
消防违法行为的督办通知书》，

要求郓城县政府协调相关部
门，督促相关单位采取有效措
施，尽快整改上述问题，确保消
防安全。

5月27日下午，郓城消防大
队召集郓城县大福源购物广场
的相关负责人进行约谈，向他
们详细讲解、分析了该商场存
在的隐患和危害，并提出了一
些指导性意见。

目前，该商场的整改工作
已经进入操作阶段。

达人风采。

本报曹县5月31日讯(记者
袁文卿 通讯员 宋银生 )

日前，曹县青堌集镇与山东
骏伯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签定了

“城乡环卫一体化”合同书，推
行镇村卫生保洁公司委托负责
制。

为提高全县“城乡环卫一
体化”工作质量水平，树立公司
形象，推行社会保洁与村民自
治相结合的方式，推行镇村卫

生保洁公司委托负责制，建全
环境卫生保洁监管、考核奖励
激励机制，建立属地负责、门前
三包责任体系，初步实现户集、
村收、镇处理，环境卫生整治工
作，建立常态化、规范化的工作
制度，营造整洁优美干净的人
居环境。

为建立健全领导机制和工
作机制，公司在各乡镇成立了
环卫办公室，由两名经理主导

环卫工作，一名助理协助处理，
并组建了由8名巡视员组成的
巡查小组，负责环卫工作的督
查指导，另外在每个乡镇配备
了160名保洁员、运输员组成的
保洁团队，做到主干道一日三
次清扫，死角一周一次，保证路
面干净无漂浮物。

据了解，山东骏伯家政服
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12
月，注册资金为500万元，是一

家经工商部门批准注册，市商
务局备案的一家综合家政服务
公司。

目前全县己有三个乡镇办
事处与公司签定了“城乡环卫
一体化”合同书，另外21个乡镇
办事处将陆续与该公司签定合
同书，确保全县每一处都环境
优美，形成“人美、景美，优美宜
居的幸福家园”，共享改革开放
成果。

镇镇村村卫卫生生咋咋搞搞？？保保洁洁公公司司来来负负责责

摘一把桑葚

回回味味那那染染紫紫的的童童年年
本报记者 袁慧

选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带
上朋友、孩子，去长江东路的尽
头，陈集镇转盘北700米左右，
在这片桑园里可以远离城市的
喧嚣，回归一下大自然，亲自去
摘下一把新鲜桑葚，不但新鲜
健康，还可以放开肚子边摘边
品尝，尽情地回味那童年的乐
趣……

5月29日下午，记者来到位
于陈集镇的天蓝桑园，只见一片
桑树林郁郁葱葱，在茂盛的绿叶
间，一枚枚紫红的桑果挂满枝
头。果农们和前来采摘的游客正
站在这绿叶红果之间忙碌着。

提到桑葚，总是很容易让
我们回到儿时某个夏日的午
后，放学不回家，和一群小伙伴
跑到一片桑树林，摘上一大把
熟透的桑葚，狠狠地塞进嘴巴，
那股甜滋滋酸溜溜的感觉现在

一想起来还会打个激灵。
定陶县陈集镇的天蓝桑园

有一片占地四百余亩的桑葚
园，均采用有机肥、无公害管理
方法，每一颗都能让你回味起
童年的那种浓郁的香甜。每年
五月中旬到六月初，满树浓密
的树叶间闪现着无数令人垂涎
欲滴的桑葚。

四百多亩地，约十万棵桑
树，两年开始接果，四年后进入
旺果期，硕果累累压弯了枝头，
而天蓝桑园的负责人张海峰却
从未为销路皱过眉头，批发、采
摘、深加工等，在他看来桑树的
全身都是宝，新鲜的桑果做成
了果脯，桑树的嫩叶做出的桑
叶茶才刚上市便受到众多市民
的喜爱，甚至连桑树皮都没有
浪费掉，可提取黄酮。

发展绿色种植的确能够增
收致富，天蓝桑园也曾经遭遇

过各种困境，天久集团董事长
张九勋和天蓝桑葚园负责人张
海峰及时对技术的攻破，形成
了种植、生产、销售一条龙，桑
果难存放、难销售的问题迎刃
而解。张海峰告诉记者：“种植、
生产、营销每一个环节都不可

忽视，只有眼睛紧盯市场，了解
市民的需求，才能切实增收致
富。”

据了解，该园采摘方式为
自助型(无时间限制)，收费标
准：每人10元，儿童节期间，儿
童免费。如需带走：每斤20元。

市民采摘桑葚。

吹气检测，男子体内酒精含量竟然到达270 . 2mg/100ml。 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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