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 3 月 4 日讯 近
日，河东交通稽查大队在

开展联合治超行动中，查处

一辆超限车并将其暂扣在

停车场。可在随后的执法过

程中，执法人员又看到了一
辆与刚才被查扣的一模一
样的超限车。经过执法人员

核查，这两辆车是同样的车

型、同样的颜色、同一副车

牌，从外观上看没有丝毫差
别。目前，河东稽查大队正
会同相关部门对这一对“克

隆”超限车辆进行处理。

邵晓君

河东交通查处一对“双胞胎”超限车辆

本报 3 月 4 日热线消
息 (记者 左肖 王璐

实习生 薛俊婕)河东区太

平街道郭家街村停水近半

个月，村民吃水基本靠借，

询问之下才知道是因为过

完年没人收费，合伙供水的

郭太平村停止了供水。

3 月 4 日，记者来到郭

家街村，村门口的郭女士告

诉记者，他们家每天用水都

得去郭太平村有水井的邻

居家借，时间久了怕邻居家

有怨言也不敢天天去，平时

吃水都困难更别说洗澡和
洗衣服了。

记者又来到了村西头

一片新盖的小楼附近，这里

的村民自从用了自来水以
后，家里的水井就废弃或者

填埋了。村民周宗友告诉记

者，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住，

一次只能提一桶水，一天提

个三四桶，“每天出去提水

用，太受罪了。”

村民们说，当初村里开

通自来水时，每年由村里收

取费用，但是最近两年一直

没有人收，村里也一直没人

管。不过，村民一直都能正

常用水，直到半个月前，才
停水。

记者来到郭家街村委，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 0 0 5

年他们村和邻村郭太平村

合伙打了井，向两个村供应

自来水，井由郭太平村管

理，郭家街村村民用水产生

的费用则由村委会收取后
交给郭太平村。

“地下水不花钱，但是

抽水要用电的，电费都是郭

太平村垫付。按说应该每年

收一次电费交给郭太平村，

但是村里已经两年没收过

电费了。”一位工作人员说，

一直不交电费，郭太平村停

止为他们村供水也算合理。

他还告诉记者，由于村领导

已经辞职，没有人负责收电

费，所以才使得村民没有自
来水吃。

记者联系了郭太平村

的郭士洋主任。他告诉记

者，2 0 0 5 年，两村合作打

井时，郭家街村出资 3 万

多元，之后再没交过电费。

“这个井每月要交 3000 元

左右的电费，郭家街村的

电费一直由我们村垫付。”

郭士洋说，现在村里实在

是没有多余资金为他们垫

付了，没办法只能停水。

随后，记者来到河东区

太平街道。该镇农业办的

陈主任告诉记者，他们已

经到郭家街村了解了停水

的情况，并且会组成新的

村领导班子，到时会先和
郭太平村进行协调，争取

先给村民供上水，再向村

民收取电费。

郭家街村村领导辞职，没人收取供水用电费

停水半个月，村民只能借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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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热线

电缆垂落路中间绊倒行人
伤者当场昏迷，初步被诊断为脑震荡、右枕骨骨折

本报 3 月 4 日热线消
息 (记者 罗志强)3 月 4

日 18 时 20 分左右，天色已

黑，市民赵女士骑电动车沿

涑河南街行至工业大道桥

下，被拦在路中间的一条电

缆线“绊倒”，赵女士当即摔

下电动车倒地昏迷，随后被
120 送至临沂市中医医院抢

救，初步诊断为脑震荡、右

枕骨骨折、头皮血肿。

3 月 4 日，李先生拨打

本报热线，说涑河南街与工

业大道桥交会处桥下，有电

缆脱落。记者赶往现场，在

现场看到了非常不想看到

的一幕：市民赵女士被电缆

“绊倒”，倒地昏迷。周围市

民拨通了 120，很快 120 赶

到现场，在众人的帮助下将

赵女士送上临沂市中医医

院 120 急救车。

现场赵女士的儿子小

贾一个劲地哭。在记者的追

问下，小贾告诉记者：“我妈

骑着电动车，被电缆刮倒

了，摔在这个柱子上了。”

同时记者在现场看到，有

一捆电缆从桥顶部脱落，

垂 在 桥 中 间 ，距 离 地 面
1 . 5 米左右，其中一条直

径粗约 1 厘米的黑色电缆

已经断开，脱落在地面上。

小贾指着这条电缆说：“我
妈就是被这条电缆拽倒

的”。

接着记者驱车来到中

医院，19 时左右，该院值班

医生对赵女士头部进行初

步检查，诊断为脑震荡、右

枕骨骨折、头皮血肿，并伴

有恶心、心慌、头晕现象，未
发现明显电击外伤，具体病
情有待进一步观察诊断。

在现场，这捆电缆由南

向北横穿工业大道桥下，希

望有关单位能尽快予以修
复。

▲从桥顶部脱落的电

缆有五六条之多，垂

在中间，距离地面大

约 1 . 5 米。

赵女士昏倒在地。

本报 3 月 4 日热线消
息 (记者 刘海蒙 郇恒

吉)本报 3 月 3 日 B01 版刊

登《河面泛起百米泡沫》后，

兰山区环保局到现场调查，

发现主要是由于城市污水

管网发生破裂所致。河道管

理部门也表示将会加大河

道污水巡查，保持河道清

洁。

据经常在附近游玩的

徐大爷称，水中的泡沫应

该是生活污水在水中产生

化学反应，水流产生落差
造成的，河面漂浮的死鱼

应该都是被呛死的。只是

这些污水到底是从哪里来

的呢？

3 日下午，记者将陷泥

河白沫一事反映到兰山区

环保分局。监察大队马涛队

长称，2 日下午他们接到举
报电话后，就派人到现场进

行了调查。造成该河段泛起

白色泡沫的主要原因是城

市污水管网发生破裂，致使

城市污水直接流入了陷泥

河。

负责陷泥河河道管理

的临沂市园林局陷泥河景
区管理所朱所长告诉记者，

他们每天都会派工作人员

对河道垃圾进行不定时清

理。管理所只是负责河道内

的垃圾清理和景观维护，城

市污水管网并不在他们的

管辖范围之内。

4 日上午，记者联系了

负责管理陷泥河段管网的

临沂市排水维护管理处河

道管理中心，该中心李主任

说，3 日他们对陷泥河解放

路段至银雀山路段约 2 公

里的河道进行了巡查，并
未发现河道出现白色泡沫

的情况，也没有发现有管

网破裂。下一步他们将会加

大河道巡查力度，发现问题

会与河道管理和环保部门

及时沟通，以保持河道清

洁。

城市污水管网破裂

导致污水进入陷泥河

葵力健，加拿大国际丰

泰集团的拳头产品，从生长

在非洲的补肾蔬菜黄秋葵中

高科技提取的一种超浓缩液

态软胶囊。一粒软胶囊的有

效浓度相当于 2 0公斤黄秋

葵，服用一粒，三天(72小时)

内延绵旺盛性趣，被全球男

人奉为“植物伟哥”。

葵力健是全球第一个用

于活化男人微血管的专利产

品，能同步提升精力和体

力。活化全身微血管循环，

被公认为是解决身体疲劳的

最佳方法。实验证实：

葵力健中的有效成分对

脑部微血管的活化能使脑部

的供氧能力提升5-7倍，让人

精力充沛，头脑清醒，保证

你在迫不得已需要熬夜或玩

命工作时始终精力充沛。

葵力健对肌肉微血管的

活化，能让肌肉对营养的吸

收和肌酸(肌肉排放的垃圾)的

释放增长3倍左右，让人浑身

上下有使不完的劲。

葵力健对皮肤微血管的

活化，让皮肤更方便地吸收

营养排出毒素，减少皮肤松

弛，增加紧绷，带来意想不

到的面部年轻效果。

而让全球男人为之疯狂

的是：葵力健对性中枢神经

和男性器官微血管的活化，

直接导致性中枢神经变得更

加发达，性器官的神经微血

管更密集！活化后会使男人

的性控制力突飞猛进，而且

很长时间不会退化！这意味

着你将和那些天生的猛男一

样强大！

不用控制的快感

一个正常的男人，如果

不从主观上控制，一般都会

在5-10分钟内射精。本质而

言，如果性中枢神经发达，

性器官微血管健康的话，你

不用控制就能大干一小时。

(袁先生，28岁)以前老听

别人炫耀半小时、一小时，

我只有听的份。现在有了葵

力健就不同了，我也可以随

心所欲地控制时间的长短、

节奏。自从有了性生活，我

到今天才明白什么叫做销

魂！

从等着硬到硬着等

性器官对性的反应速

度，是衡量男人性能力强弱

的又一重要指标。面对娇妻

渴望的眼神，你试图调动所

有的神经，希望那家伙赶快

行动起来。可是，你和你的

女人不得不尴尬地一起等待

着他慢慢硬起来。等着硬，

每多一秒钟都是对男人自尊
的摧残！微血管退化，将性

信号传导由汽车变成了牛

车！

(张先生，50岁)葵力健将

我的自卑一扫而光！我又能

第一时间进入雄赳赳气昂昂

的状态了，“迫不及待”的

快乐让我兴奋不已！

享受她的撒娇讨好

7成男性表示性生活只有

满足自己的征服欲才是完美

的。说白了，就是希望通过

性生活彻底征服女人。这个

时候，男人的性控制力强弱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实女

人比男人更渴望这种快感，

当你能满足她时，你会发现

原来刁蛮任性的她突然变得

伏首贴耳、温柔可人。

(李太太，36岁)我要感谢

葵力健，让我有了第二春的

感觉！自从他服用这个小东

西，整个人都变了，白天有

精神，晚上有精力！我是说

那个精力。这让我十分享

受。早就有内行人告诉我，

和谐的性爱才是最好的护肤

品。所以，在我这个年龄，

是像26岁的大姑娘，还是像

46岁的黄脸婆，全取决于

他！

没有一丁点副作用

在全世界，葵力健都不

是作为药，而是作为功能食

品在销售。很显然，它不

仅受到性功能障碍患者的

喜爱，正常人也对它非常

欢迎和接受，毕竟让自己

的性控制力更强些是全体

男人的追求。

(马先生，33岁)聪明的

男人不会选择有副作用的

产品来“急功近利”。我

选择葵力健的原因就因为

它是纯天然的，跟吃蔬菜

一样安全。事实证明，葵

力健一丁点副作用也没

有，哪怕脸红心跳的感觉

也没有，只有当她挑逗我

时，我才性趣勃发。

打电话免费体验

购产品特大优惠

为了让更多朋友了解葵

力健，葵力健公司特举办免

费体验活动。您可以通过以

下两种方式免费索取价值68

元的葵力健体验装一盒：

一是拨打葵力健推广热

线4006997597报名；二是编辑

您的快递地址发送短信至

13969017267报名。

同时，葵力健公司每日

推出30套特价疗程装，供男

性朋友订购。所有葵力健均

采用私密包装，不用担心收

件时泄密。对于订购产品的

顾客，葵力健公司承诺7天无

理由退货服务。

植物伟哥：

男人很需要
免 费 体 验 活 动 正 在 进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