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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烧烤烤抽抽检检，，两两批批次次检检出出致致癌癌物物
青岛公布十大食品抽检结果，油条、烤鸡翅检出重金属超标

本报青岛7月28日讯（记者 周
衍鹏 通讯员 陈刚 栾心龙）
日前，根据青岛市城市道路智能交
通管理服务系统管控平台违法抓拍
数据统计分析，青岛市公安交警部
门梳理出了市区范围内上半年交通
违法高发地TOP15，您中招过吗？

据介绍，青岛交警此次梳理的
青岛市区15处“交通违法行为最多
道路”依次为：山东路、福州路、澳门
路香洲路路口、威海路台东一路路
口、南京路（原四方段）、延安一路、
太平路大学路路口、延安一路广饶
路路口、香港西路、澳门路五四广场
处、辽宁路科技街段、南海路（南海
支路）、南京路江西路路口、东海路
延安三路路口、昌邑路利津路路口。
其中，各个路口日均违法次数最高
达70次，最低也有26次。

交警介绍，智能交通视频抓拍
违法前四位的违法行为依次为：违
法占用公交车专用车道、乱停车、违
反禁令标志、前海一线大客车闯禁
行。

本报烟台7月28日讯（记者 柳
斌 通讯员 王婷婷） 为了偷到
王先生刚取的一万元钱，这个小偷
真是“煞费苦心”：趁王先生取钱时，
先扎坏其车胎，当王先生将注意力
转移到车胎上后，小偷又趁机偷走
副驾驶座位上的一万元钱。

7月26日，王先生从莱山区某银
行取款一万元，并将其装入牛皮纸
袋放在自己驾驶车辆的副驾驶座
上，驾车刚走出不远，王先生感觉轮
胎不对劲，便将车停在路边，从车上
下来查看车胎。发现后胎扎了一枚
螺丝钉，轮胎漏气，王先生便电话联
系维修人员。

王先生打完电话，等待维修人
员的时候，向副驾驶座上看了一眼，
发现原本放在上面的牛皮纸袋不见
了。王先生在车里车外仔细寻找，都
没有发现，于是拨打了110。

民警调取了相关监控录像，录
像显示王先生在银行取钱的时候，
一名男子在王先生的车旁逗留，并
把螺丝钉放在车的旁边。王先生发
现车胎不对劲停车检查时，该男子
慢慢靠近王先生副驾驶车门，拉开
车门拿出纸袋后迅速逃跑，此时王
先生正在打电话，根本没有发现异
常。

本报菏泽7月28日讯（记者 赵
念东 通讯员 刘维） 成武一男
子在酒后产生幻觉，向警方报警称
自己孙女被绑架，待警方赶到现场
后查实系捏造事实报假警。目前，该
男子被成武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7日，罚款500元。

接警后，值班民警迅速到达现
场，报警人谷某告诉民警，当晚7时
左右，一个陌生人给他打电话要5万
块钱，不然就将他1岁的孙女抱走，
谷某因为害怕选择了报警。

随后，民警对其家庭成员进行
了解，谷某的儿媳妇、孙女都在家，
声称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民警发觉
谷某有可能是谎报警情。

面对民警的质问，谷某最终向
民警说出了真相，原来谷某当天晚
饭喝了七两白酒，产生了有人要绑
架其孙女的幻觉，故意捏造了事实
报了假警。

本报潍坊7月28日讯（记者
赵磊 通讯员 海玲） 潍

坊市民杨先生通过朋友认识了
一位“高人”，此人称母亲为一
名将军，以帮杨先生侄子安排
工作为由先后诈骗杨先生18万
元。7月28日，记者从青州警方
处获悉，杨先生报警后，警方已
立案侦查。

据了解，杨先生为一企业
老板，在2014年1月通过朋友介
绍认识了嫌犯，对方自称母亲
是一名将军，职权很大，可以轻

松地帮人安排事业编制、公务
员工作，甚至可以从监狱里“捞
人”。对方为取得杨先生的信
任，告诉了他很多成功的“案
例”，已经帮助多少人安排了工
作等，并且明码标价，安排事业
编为10万元，提干为6万元，杨
先生对他深信不疑。

杨先生有一个年仅20多岁
的侄子，毕业之后正愁没有合
适的工作。杨先生知道自家兄
长的家境一般，寻思着拉侄子
一把，于是就请对方为侄子安

排一个好的单位。嫌犯得知杨
先生的来意后，先是向杨先生
索取了6万元的“活动经费”，用
以在北京活动一番，试探一下
哪里有松动。

过了十几天，对方找到杨
先生，并告诉他已经有初步的
目标单位，借着这个机会又向
杨先生索取了10万元的正式

“活动基金”。另外，嫌犯还对杨
先生说，最近自己刚好缺钱，向
他“借”了2万元回北京。杨先生
没有任何怀疑，将12万元如数

打给了对方。
不久后，杨先生就与对方失

去了联系，但他仍旧心存幻想，
认为不久之后嫌犯就会回来，给
侄子安排好工作，所以一直没有
报案。直到事情已经过去一年
多，嫌犯仍旧没有消息传回来，
杨先生才意识到上当受骗。近
日，杨先生前往派出所报警。

7月28日，记者从警方那里
获悉，派出所经过初步调查，已
确认犯罪嫌疑人，现已立案侦
查。

本报济宁7月28日讯（记者
岳茵茵 实习生 黄丹

通讯员 任鸿雁） 一“女子”
遇到警察追捕，逃跑速度堪比
汉子，纵身跳下肮脏的河水沟游
到对岸。任城警方针对近期发生
的十余起盗窃案进行研判，竟都
是该“女子”所为。其中一处现场
的一个烟头为警方提了个醒，
原来这名“女子”是个男的。

2014年8月的一天，凌晨
三点多，任城区巡逻民警在洸
河路和浣笔泉路路口发现一
可疑“女子”，骑着电动三轮
车，车上带着一台电脑。巡逻
民警遂向其靠近询问，“女子”
见有警车过来，飞快骑车逃
窜，行至洸河路一小河边时，
弃车纵身跳入河中，游到了河
对岸。“这女的跑得比男的都
快。”当时参与抓捕的民警说，
在三轮车上发现了撬棍等作
案工具，电动三轮车等是盗窃
的谢营小区一居民储藏室的
物品。民警对此人展开调查，
但近一年内，此人没有任何动
静。

今年7月4日，谢营小区一
宾馆老板王先生到共青团路
派出所报案，称放在店门口的
一个摇椅被盗。王先生说，这
个摇椅是招揽生意的，当晚11
点多还有，第二天凌晨5点多
发现没了。民警调取宾馆门口
监控发现，该“女子”出现了。

今年6月份以来，城区多
发盗窃案，共青团路派出所民

警调取案发现场监控发现，案
发时间均为凌晨两点至四点，
都是同一“女子”所为。“什么
样的女子能在这么大的范围
内作案，盗窃的还多为电动三
轮车，反侦查能力还这么强，
我们当时很疑惑。”办案民警
说，就在疑惑时，一个现场遗
留的烟头让民警眼前一亮。

“根据嫌疑人行走的动作、作

案时的举动和其他证据，断定
‘她’是男的。经过对比，发现
此人是被警方处理过多次的
陈某。”

7月15日凌晨3点多，常青
路派出所民警在巡逻时发现
了陈某，立即对其进行抓捕，陈
某又是弃车逃窜，一名民警一把
抓住他的头发，头套被抓了下
来，接着另一名民警上前将其

扑倒在地，最终将陈某抓获。
陈某今年52岁，身高1 . 6

米，任城区唐口人，至今未婚。
被抓时，他身着碎花上衣、大
红色内衣、黑色冰丝裙、肉色
丝袜、钩花布鞋。陈某供述，这
些都是为盗窃乔装打扮专门
购买的。他曾因盗窃被处理多
次，为了不被警察抓获，就男
扮女装。

本报青岛7月28日讯（记者
吕璐） 四批次烧烤重金属

铅超标，两批次烧烤查出致癌
物质苯并(α)芘超标。28日，青
岛市食药局通报了市民最关注
的十大食品抽检结果，整体合
格率较高，达95 . 9%，早餐合格
率只有八成，油条、烤鸡翅、贝
类中查出重金属超标。

日前，岛城开展食品安全
“问计于民”有奖调查活动，选
出了市民最关注的十大食品并
进行大规模抽检，活动全部采
用监督性抽检。28日，青岛市食
药局发布抽检结果显示，市民
所关注的十大食品整体合格率
较高，为95 . 9%。本次抽检的十
大食品分别是婴幼儿奶粉、火
锅调料、早餐食品、生鲜水产品、
熟制肉食品、烧烤食品、熟制面食
品、生鲜肉、蔬菜、儿童食品，共涉
及26个食品品种。抽样范围涉及
商场超市、批发市场、农贸市场、
便利店小超市、餐饮饭店、早夜

市、路边摊点、居民小区等市民消
费场所。共抽检食品及相关产品
1000批次，其中合格959批次，
不合格41批次，合格率95 . 9%。

十大食品中婴幼儿奶粉、
儿童食品100%合格，火锅调
料、生鲜肉、蔬菜、熟制面食品、
熟制肉食品、生鲜水产品合格
率在95%以上，早餐食品合格
率最低只有80%。

抽检中，烧烤合格率较低，
2批次不合格样品苯并(α)芘的
检出值超标。专家介绍，苯并
(α)芘是高温加热产生，长期超
量食用，会产生致癌作用。烧烤
食品在烧烤、烟熏、烘烤时，受
高温影响发生裂解与热聚合等
反应形成或者烘烤肉类时滴在
火烟上的油滴可聚合成苯并
(α)芘吸附于烤肉表面。除了烧
烤，吸烟烟雾和经过多次使用
的高温植物油、油炸过火的食
品都会产生苯并(α)芘。

此外，所有41批次不合格

产品中，有28批次涉及重金属
超标。烤鸡翅等4批次烧烤被查
出重金属铅超标；油条等20批
次早餐食品被查出重金属铝超
标；4批次贝类被查出重金属镉
超标。还有3批次蔬菜被发现农
药残留超标。抽检的100批次熟
肉食品中，仅有1批次产品检出

亚硝酸盐。
检测中，1批次水产品中检

出隐色孔雀石绿。专家介绍，孔
雀石绿是杀菌和杀寄生虫的化
学制剂，是国家农业行业标准
中规定的禁用药物。据了解，孔
雀石绿具有潜在的致癌、致畸、
致突变的作用。

5522岁岁男男子子扮扮女女人人连连偷偷十十余余起起
穿黑色冰丝裙、肉色丝袜、钩花布鞋，逃跑时贼快

求求““将将军军””儿儿子子办办事事，，被被骗骗1188万万元元
潍坊一企业老板被骗一年后才意识到上当

青岛公布交通违法

排名前15的道路

取完钱车胎被扎

下车查看钱没了

男子酒后产生幻觉

报假警被拘留

52岁的男子为隐藏身份，购买了女包、假发、内衣、丝裙、丝袜等用品。

检查人员对市场销售的肉菜等进行抽检。本报记者 吕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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