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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城中事

制制售售毒毒豆豆芽芽三三商商贩贩被被提提起起公公诉诉
权威部门鉴定：所添两种激素超量摄入可慢性中毒、诱发肾脏衰竭

散装花生油价格

3年来最低价

本报泰安12月8日讯(记者
陈新 通讯员 苑玲) 散装花生
油创近3年来最低价，泰山区物价
局工作人员分析，花生油降价与
花生供过于求、价格低有关系。

6日，记者了解到，泰城某油
坊散装花生油售价为8 . 5元/斤，每
斤比上个月又下降了1元左右。

“最近花生米降价，成本低了，花
生油价格也降下来了。”油坊销售
人员称。据了解，散装花生油价格
自今年春节后价格不断走低，从
12 . 5元/斤的价格一直滑落到中秋
节的10元/斤，中秋节后花生油价
格继续下降，一直降到目前的8 . 5

元/斤。
“目前，花生米收购价格在

3 . 8-3 . 9元/斤，创近三年最低水
平。”泰山区物价局工作人员介
绍，2012年12月份散装花生油价格
在13 . 5元/斤左右，2011年12月散
装花生油价格在12元/斤左右。

据了解，今年的花生产量较
去年增加，整体供给量增加，导致
花生需求量减少，价格降低。

“土豪价”西红柿

重回2元时代

本报泰安12月8日讯(记者
陈新 通讯员 苑玲 ) 近期大
棚西红柿大量上市，西红柿价格
一个月内下降三成，由4元每斤的

“土豪价”，重回2元每斤的“平民
价”。

8日，在擂鼓石大街一家蔬菜
超市的销售人员介绍，外地大棚
西红柿上市，价格下降了不少。

“前段时间，西红柿价格一路飙
涨，最贵的时候每斤四五元。”蔬
菜销售员说，西红柿涨价太猛，被
市民戏称为“土豪菜”。11月下旬，
大棚西红柿大量上市，西红柿终
于回到平民价。

6日，记者走访了多家菜市
场，了解到西红柿价格大多又重
回2元时代，最贵的也不超过每斤
3元。在大润发超市，西红柿每斤
卖2 . 38元。在岱北市场品相较好
的西红柿每斤也就2 . 8元。据泰山
区物价局统计，泰山区西红柿价
格一月内下降了三成。

泰山区物价局工作人员分
析，外地和本地西红柿大量上市，
供应量大增，价格自然下降。

夫妻毒豆芽卖五年
小菊(化名)与小刚(化名)是

夫妻，二人从2008年便开始做豆
芽生意，以卖绿豆芽和黄豆芽为
主。刚开始，二人还能规规矩矩
地做生意。后来，二人听说有激
素可以促使豆芽快速生长，使豆
芽整体变粗，长相很好卖，二人
便买来了名为无根生长素和快
速生长灵的两种激素。

根据两激素的产品说明，
无根生长素是一种使豆芽增粗
的激素，用上这种激素后，豆芽
的根会变短，整体变粗，如此豆
芽就好卖。快速生长灵同样是
一种激素，顾名思义，使用该激
素可以大大缩短豆芽的生长周
期，生产周期短了也就意味着
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来的豆芽多

了，这样利润也就高了。就这
样，二人将这两种激素生产的
毒豆芽流向泰安市场，时间长
达五年之久。

明知激素有“毒”还卖
据小菊和小刚交代，生产豆

芽的豆子不是他们自己种的，而
是从别人那买的。二人交代，豆
子的提供者叫小辉(化名)，小辉
自己开了一家店，专门卖生产豆
芽的豆子，除此之外，小辉还卖
激素，小菊和小刚买的激素就是
从小辉那买的。

警方顺藤摸瓜，将小辉也抓
获。据小辉交代，这些激素是他从
外地一家公司进购的，都是通过
发物流的方式发给他，他在卖豆
子的时候，将激素与豆子搭配着
卖给发制豆芽的人，其中就有小

菊和小刚夫妇。小辉说他知道国
家禁止往豆芽里添加上述物质，
但为了多卖豆子，就铤而走险了。

长期摄入可致死
经权威部门鉴定，无根生长

素和快速生长灵中检测出6-苄
基腺嘌呤成分及4-氯苯氧乙酸
钠。专家介绍，人体超量摄入上
述物质后，会使人体发生致癌、
慢性中毒、诱发肾脏衰竭等症
状，长期食用会严重危害人体健
康，甚至会导致食用者死亡。

检察官介绍，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总局也早已明确规定4-氯
苯氧乙酸钠、6-苄基腺嘌呤等产
品添加剂禁止在食品中使用。全
国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三名
犯罪嫌疑人将面临5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本报泰安12月8日讯(见习
记者 路伟) 6日上午，76岁
的徐桂兰在泰安市中心医院
老年病一科病房签下角膜捐
献协议。“角膜捐出去帮帮别
人，让失明的人能见到光明。
签完协议后，我现在又想把遗
体捐出去。”徐桂兰说。

6日上午，76岁的徐桂兰
将捐献眼角膜的想法告诉大
女儿杨吉华，女儿将母亲的想
法告诉了医院工作人员。泰安
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得到消
息后，来到医院病房，将捐献
协议书交到徐桂兰老人手中。

7日上午，记者在市中心
医院老年病一科病房见到徐
桂兰老人，她和84岁的老伴住
在同一间病房，两人正在输
液。对捐献眼角膜一事，徐桂
兰说她已经考虑了很久。“前
段时间，大女儿说她死后要将
眼角膜捐出去，我觉得这个想
法很好。”徐桂兰说，听女儿这
样说，她也动了心。“帮助别人
重见光明，觉得这是一件好

事。希望自己能帮到别人。”
“知道我妈要捐眼角膜，

我们四个子女都很赞成，毕竟
这是老人的心愿。”徐桂兰老

人的女儿说，父亲知道这个消
息也没提出反对意见，还说完
全尊重老伴的做法。

徐桂兰说，签了捐眼角膜

的协议后，她还想把遗体也捐
出去，“看新闻说很多人需要
肾脏什么的，希望我身上健康
的器官能帮到别人。”

7766岁岁老老太太签签约约要要捐捐眼眼角角膜膜
老伴和子女都赞成，徐桂兰还想捐遗体

本报泰安12月8日讯(记者
张伟) 6日下午3时许，南湖

东门南200米处，一室外液化
气管道被轿车撞坏，发生泄

漏。市公安消防支队财源中队
迅速出警，成功排除险情。

6日下午3点20分，南湖东
门南200米处一条巷子里，一
轿车将室外液化气管道撞坏，
发生燃气泄漏，一旦接触火
源，将严重威胁周边居民区安
全。泰安市公安消防支队财源
中队接到指令后，迅速赶赴现
场处置。

在事故现场，能闻到浓浓
的液化气味道，一根1米高的
燃气管道立在墙边，不时发出

“哧哧哧”声。经调查，该管道
被一辆轿车撞坏，液化气泄漏
已近10分钟，如不及时处置，

容易发生安全隐患。
消防官兵立即疏散现场

围观群众，一边在巷子两头设
置警戒线，严禁无关人员接
近，一边铺设喷雾水枪，对液
化气泄漏点进行持续性喷射，
稀释空气中的液化气浓度。在
持续喷射压制下，裂口处“哧
哧”的声音逐渐小了下来，消
防官兵又找来布条、塑料袋进
行简单处置。

随后，燃气公司工作人员
来到现场，对破损管道进行修
护，事故隐患被成功排除，确
保周边居民的安全。

一一处处液液化化气气管管道道““哧哧哧哧””漏漏气气
被汽车撞裂，消防官兵10分钟消除险情

市场资讯

近日，记者从泰
山区人民检察院获
悉，三名犯罪嫌疑人
因为使用有毒激素
生产、销售毒豆芽，
经泰山区人民检察
院审查终结，向泰山
区人民法院提起公
诉，三人将面临5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的刑罚。

本报记者 侯峰
通讯员 司珊 魏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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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桂兰手上拿着角膜捐献证书，左为徐桂兰丈夫。 本报见习记者 路伟 摄

消防战士现场处置隐患。 本报通讯员 摄

本报12月8日讯(本报记者
通讯员 史鑫 ) 一男子迷恋赌
博，花光女友50多万财产，女友竟
去贩毒帮他筹赌资。今年男子又
染上毒瘾，一天吸毒的花费就高
达1000元。6日，女子在新泰被抓
并刑拘。

6日，泰安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民警根据线索，在新泰抓获一贩
毒女子，并查获她随身携带的30

多克冰毒，很快也将她涉嫌吸毒
的男友抓获。经查，女子是南方
人，来新泰经营服装店十几年，约
有五六十万财产。两年前认识男
友，该男子经常赌博，一年多就把
该女子的财产挥霍一空。

为给男友筹赌资，女子今年
上半年开始贩毒，没想到男友也
开始吸毒，一天花费就高达1000

元，两人生活状况越来越差，女子
只能继续贩毒维持。目前该女子
被刑拘，男子被治安拘留。

男子好赌又染毒

女友贩毒“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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