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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一窝点化学品造“毒粉条”，日产最多万斤

甲醛超标400倍，不含一点粮食

天气转冷，粉条成了
菜市场销售最旺的食品
之一，涮火锅、炖菜样样
离不开。但你可能想不
到，没有任何食品原料，
只用三种工业化工材料
就合成了粉条，其甲醛超
标400多倍，铬超标200多
倍。近日，济南警方打掉
一处特大产销毒粉条窝
点，抓获嫌疑人5名，涉案
金额300多万元。其中，一
对夫妻在济南西郊租下
院子，用工业明胶生产粉
条 ，日 产 量 多 时 竟 达
10000斤。

本报菏泽10月21日讯（记者
邢孟 通讯员 孟荔 曹艳

丽） 吃起来喷香可口的烤鸭竟
然是用工业盐腌的，近日，单县法
院审理了一起非法使用工业盐案
例，烤鸭店主为了省钱，用工业盐
代替食用盐烤鸭，经判决，该男子
获刑一年，这也是单县首例非法
使用工业盐案件。

安徽男子钱某在单县经营一
家烤鸭店，虽然生意红火，但他却
对成本精打细算。由于烤鸭在进
烤炉前要先用盐腌，为了省钱，他
想到了比食用盐便宜近一倍的工
业盐。于是，从2015年1月开始，钱
某以80元每袋（每袋50公斤）的价
格购进工业盐腌鸭，截至4月30日
被查获，他已购买使用90余斤工
业盐。

5月1日，钱某因涉嫌生产、销
售有毒、有害食品被刑拘。经审
理，单县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钱
某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
二万元。

本报济南10月21日讯（记者
刘志浩） 21日，记者从省食药

监局获悉，山东扩大生产环节食
品安全责任险的试点范围，已有
重点品种和重点地区的650家食
品企业被列入试点范围。

据悉，此次生产环节食品安
全责任险确定的试点企业包括，
全省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乳制
品、白酒、规模以上肉制品生产企
业，以及济南市的保健食品生产
企业。其他食品、保健食品生产企
业可自愿参加。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是以被
保险人出现特定食品安全出险事
由，需向消费者等第三方承担的
赔偿责任作为保险标的的特殊产
品质量责任险种。

8月份，省食药监局会同省金
融办、山东保监局在总结前期试
点工作的基础上，联合印发了《山
东省生产环节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推进试点工作方案》。为了鼓励企
业参保续保，方案规定上年度未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已决赔偿
的，续保费率在基准费率的基础
上降低10%。

据警方通报，今年7月，
济南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
在对菜市场日常抽检时，发
现一批甲醛超标粉条，当即
会同槐荫公安分局开展侦
查。

“这种粉条不是晾干的，
而是在水里泡着的，一般用
在街头小摊点的酸辣粉和粉
丝汤等食品。”槐荫食药环侦
中队民警唐永称，如果没经
过加工，会闻到甲醛味，而一
旦添加调味品就尝不出来
了。

民警从市场上一个小摊
点着手调查，跟踪送货车辆
后，发现济南西郊一出租院
非常可疑。“侦查民警在接近
这个院子时，就能闻到刺鼻
的气味。”唐永称，8月26日，
民警对该院落突击查处，发
现的确是生产销售毒粉条的
窝点。

民警进入院子时，三名
工人正在生产毒粉条，该窝
点到处是污水，气味特别刺
鼻，卫生条件极差。刚生产出
来的毒粉条有的散落在地
上，多数在院子里10个水泥

筑成的池子里。
民警看到，院子的院墙

通过彩钢板增高后，在一个
水泥架子上竖了6个大型搅
拌罐，搅拌罐下口连着橡胶
管，正下方则是传送带，传送
带上有一个大筛子。

在现场，民警查扣了工
业明胶、工业甲醛等非食品
生产原料一宗。据现场被抓
的嫌疑人交代，他们生产粉
条根本不用地瓜淀粉等食品
原材料，而是以六偏磷酸钠、
海藻酸钠、工业明胶为原料，
将其按一定比例倒入搅拌罐
后加热水搅拌约2小时，待变
成黏稠状后，打开罐体下面
的开关，黏液通过橡胶管流
到筛子上，从而成为粉条状，
再经传送带拉长，随后截断
就成了“粉条”。

工人将这些“粉条”运到
水泥池内凉水冷却，同时添
加工业甲醛作为防腐剂，一
般一个水泥池需要加20斤工
业甲醛水。也就是说，这种

“粉条”，根本不含淀粉，完全
由工业化学材料制成，是不
折不扣的“工业粉条”。

据现场工人交代，这个
窝点是一对夫妻的，他们平
时并不在这里干活。随后，
民警获悉有一批工业原料
藏在田欣苑小区，但赶到
该小区时，这批工业明胶已
经被转移。

通过调取监控，民警发
现嫌疑人在窝点被查之后租
了一辆货车，将储存在车库
的4吨工业明胶拉走了。民
警顺线追击，发现嫌疑人
将工业明胶藏在了古城新
都小区。“我们判断嫌疑人
也应该住在这个小区，结
果发现了嫌疑人曾经驾驶
的奥迪A6轿车，于是我们
决定蹲守。”唐永称，守候
一天后，嫌疑人江某（女）
到楼下准备开车时被民警
抓获。不过，江某的丈夫邱
某逃跑了，一度躲到济宁、
淄博等地，直到9月26日在
济南归案。

据邱某交代，2012年他
花十多万元购买了这套生产
设备和生产配方。一开始，他
用食用明胶生产，后来发现
工业明胶价格更低，就铤而

走险。工业明胶的销售商非
常敏感，明确告知邱某不能
用其加工食品，还曾让他写
下保证书。

平时，邱某主要在物流
市场收款发货。“他们生产的
毒粉条主要是批发销售，通
过物流发往东营、济宁、潍
坊、莱阳、滨州等省内20余个
县（市）销售。”唐永称，邱某
发物流的时候一般用一种蓝
色塑料桶装毒粉条，一桶大
约100斤，每桶160元，而据邱
某交代，其生产成本一斤只
有几毛钱。

据邱某交代，其多时一
天能生产10000斤，少时也有
3000斤，主要进入批发市场、
小饭店、小摊点。“我们在调
查时发现，这些毒粉条有时
竟然被用作鱼翅使用。”唐永
称，经依法检测，该窝点生产
的粉条中，甲醛含量超标达
400余倍、重金属铬含量超标
200余倍。

目前，嫌犯邱某、颜某
某、付某某、孙某某等4人已
被槐荫警方依法执行逮捕，
江某被执行刑事拘留。

本报记者 李阳

日产万斤的“工业粉条”作
坊被打掉，让人再次关注到省
城西郊的凋敝村落。此前，至少
有三起“假药案”的涉事作坊就
设在济南西郊村庄。这些在城
镇化中被边缘的村庄，缘何成
了造假者的天堂？

交通便利位置隐蔽

易掩人耳目

郑家店村是济南市槐荫区
美里湖街道的一个村庄，处在济
南市区的西北边陲，有1900口
人，其中外来人口百余人。表面
看，郑家店普通无奇。但今年6月
18日下午，济南民警在郑家店村
一处二层小楼里，打掉了制贩假
药的犯罪团伙，抓获团伙成员7
人，涉案价值300多万元。

此次“工业粉条”大案，事发
地是同属济南西郊的张庄街道
下辖村庄，据记者梳理，年内至
少还有两起“假药案”的造假作
坊，被爆在该区域附近。不法造
假者为何频频选择这里？

“长16米、宽13米的厂房，一
年租金才1万，像美里庄一个院
子，一年才四五千元。对于做买
卖的来说，一点都不贵。”郑家店
村一村民说，正是低廉的房租，
让很多不法商人“慕名而来”。

这些西郊村落虽然偏僻，但
交通极其便利，比如郑家店村南
有济广高速，西有京福高速，东
去建邦黄河大桥、二环西路、二
环北路等交通要道仅5公里，周
边还有诸多物流公司，这正是小
工厂看重的。此外，郑家店、美里
庄、田家庄等村落，还有着其他
村庄无可比拟的“优势”，那就是
位置隐蔽，而且到处拆迁，也容
易遮人耳目。

即使尚未拆迁的郑家店，原
住民和外来户也没太多交集。

“我家附近就有一个小型加工
厂，和厂里工人天天见面，但没
说过话，不少住户房子租出去后
就不在村里住了，这些院子大门
一关，晚上进货、出货，见不得光
的事干了也没人知道。”村民说。

房租便宜、交通便利、物流
发达、位置隐蔽，这使得西郊一
些村庄成为不法分子理想之地。

翻建楼房厂房

小作坊趁势而入

早在2008年，因为京沪高铁
开建，济南西郊部分村庄启动了
拆迁。目前，郑家店周边的几个
村庄，如刘七沟、邹家庄、美里庄
等都已经实现了搬迁安置。

郑家店村也已摆脱了对土
地的依附，村民人均土地面积
不足一亩，村里年轻人多数都
外出打工。2008年左右，郑家店
就有人开始翻盖二层楼房，近两
年翻盖楼房的风气渐盛。在村民
郑文军（化名）看来，他们不得
不盖新房子了，“别家都盖了新
房，老房子一下雨就被淹。”

2015年，郑家店村就有四
五十户人家正在翻盖或已建成
新房。在村里，随处可见的是正
在加盖的楼房，几乎每一条大
街小巷都有沙堆和石砖。

与楼房同时拔地而起的还
有众多小厂房，这吸引了一批
小作坊、加工企业入驻，郑家店
的工业化气息渐浓，如今村内
村外有二三十家大大小小的工
厂。

工厂围村，村民心情却很
复杂。这些工厂为村里百十号
人解决了就业，村民在家门口
就能打工赚钱，而且厂房出租
也成了部分村民收入的一块大
头，但有村民反映，“外来人口
多了以后，村子不好管理了，进
出的车一辆接一辆，不像个正
儿八经的地方了。”

本报记者 杜洪雷

化学品搅拌两小时，再用甲醛泡

成本几毛钱，流向省内20多地

90多斤工业盐

烹制美味烤鸭

650家企业

试点食安责任险

延伸调查

济南西郊村庄
何以频频爆出造假

被端掉的毒粉条加工
窝点。 警方供图

水泥池
里正在冷却
的毒粉条。

警方供图

真真毒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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