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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东3·15晚会曝光定陶中粮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东明中粮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泗水张洋酒业有限公司、济南凤凰山国际名酒酒城等企业生产加
工及销售低劣红酒的违法行为，滨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立即行动，组织县区局对上述企业生产的红酒及市场上经营营的低劣红酒开展低劣红酒专项检查。
重点检查食品经营业户是否存在无证经营和超范围经营红酒行为。截至目前，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2000余人次，检查单位1000余家次，检查劣质红酒16箱；涉
嫌假冒无中文标示进口红酒89箱；山东3·15晚会曝光东明中粮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红酒2瓶。

本报记者 王丽丽 本报通讯员 潘人豪 李敏

19日，记者随市食药监局
工作人员来到滨州市姜家市
场，这里汇集了很多不同品牌、
不同价位的“葡萄酒”，其中不
乏以葡萄酒之名，实则是由各
种添加剂勾兑成的假葡萄酒。
名为“百年江一世情缘”的红
酒，经店主表示，该酒的进货价
仅有2元，日常销售中，以七八
元的价钱卖出。在市场上，这种
成本价仅几元的葡萄酒随处可

见。
在仅有门牌号的一酒水店

内，食药监工作人员查获劣质
红酒16箱。记者注意到，查获的
红酒为通化市轶柳酒业有限公
司委托生产，两款酒的名字分
别为解百纳全汁葡萄酒和经典
特制红葡萄酒。每箱6瓶的规
格，进价仅有17元，并且该店并
非从厂家直接拿货，而是经其
他经销商购买。

“经几个环节之后进货价
都不足3元/瓶，其成本价有多
少可想而知。”食药监局工作人
员表示，凡标明葡萄酒的必须
为葡萄酿造，凡是用食品添加
剂勾兑而成的均属于假葡萄
酒。

对于出现这种情况，店里
销售人员表示不解，“我买酒的
上家其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
以及关于酒的抽检报告都是全

的，为什么还会出现低劣酒？”
对此，食药监工作人员表示，不
仅仅要看手续，更要有最基本
的辨别能力，这种成本价不足2
元/瓶的酒，怎么可能是葡萄酿
造的真正的葡萄酒呢？

除姜家市场，工作人员还
对部分酒庄进行了检查。黄河
八路渤海十二路附近一酒庄，
号称店内销售的全部为进口葡
萄酒。正常进口葡萄酒必须贴

有中文标签，然而工作人员检
查中发现，其中两款产地为法
国卢瓦尔河谷的干红葡萄酒并
没有贴示中文标签。并且，对于
工作人员抽检的几个批次的葡
萄酒，店主并不能提供进口手
续。

对此，食药监工作人员对
两款红酒进行了登记，并催促
店主及时到主管部门出示相关
手续。

劣劣质质红红酒酒每每瓶瓶成成本本不不足足两两元元
市食药监局开展葡萄酒专项检查，假酒、劣酒现象普遍

找儿子半月没回家

奶奶思念着急生病

头发蓬乱，裤子上沾满了
土，衣服口袋里的照片露出一
角，19日下午三点多，50岁的
王宣忠再也按耐不住焦急的
心思，拿着儿子的照片寻求帮
助。“希望借助大家的力量，帮
我找找儿子，实在是没法了。”
家住惠民县清河镇北一村的
王宣忠说，从1月3日下午两
点，父子俩通过一次电话后，
便再也没有了儿子的消息。

“他当时在济南辞职了，3
日下午两点，我给他打电话让
他回家来，他也答应了，但是
两点半再打电话的时候，就关
机打不通了。”王宣忠说，第二
天再打还是处于关机状态，随
后，他便到济南找儿子。刚到
了济南，王宣忠便接到一个老

乡的电话，告诉他在滨州市区
见到了儿子。“村里的一个人
在这里开出租，正好认出阳阳
来了，当时还问他来滨州干
啥，阳阳说来滨州打工。”知道
了儿子在滨州的消息，王宣忠
赶紧来到滨州打听，拿着照片
一遍遍地询问，像大海捞针一
样。

然而，寻找也并不是没有
收获，王宣忠得知儿子曾在海
德汽配城的一家修车店工作
过，也曾在新兴市场和耿家市
场出现过。虽然没有找到儿
子，但是听到关于儿子的点滴
信息，王宣忠也算安心了。

“我是在外打工干建筑，
他妈在家里每天出零工，但是
为了找他，我都没有心思工作
了。”王宣忠说，今年过年孩子
也没有回家，一家人都没有过
年的味，呆在家里根本没有心
思出去拜年。“而且他奶奶心

里着急，想他想得都生病了，
年前得了脑血栓。”刚过完年，
王宣忠便又来到了市区，已经
半个月没有回家了，晚上住在
医院廊道里，白天找儿子。

事情曾发生过多次

最长两个月没信息

王宣忠说，“阳阳这孩子
太要强，而且好面子，去年在
济南打工的时候，我让他回
家，他说挣不到钱就不回家。
就是因为好面子，怕我们唠
叨，去年也有好几次不跟家里
联系。”王鑫阳今年16岁，去年
2月份从镇中学退学，便一直
想外出打工。“他姐姐在济南
上班，便让他去济南打工了，
也好有个照应。”王宣忠说。

“但是，在一次工作中，老
板说他了，找他错了，还不给
他工资，他就恼了，从那里辞

职了。”然后电话打不通，不跟
家里人联系。王宣忠找遍了济
南汽车站、火车站都没有信
息，便在公安局报案，并登了
寻人启事。从失去联系到找到
儿子，整整有两个月的时间。
王宣忠说，“可能也是因为那
次事，他觉得闹得好多人都知
道了，他又好面子，所以才从
济南辞职来滨州打工。”

由于平时和孩子交流少，
对孩子的朋友圈了解也较少。

“他还小，遇到好人能学好了，
万一遇到坏人就会被带坏啊。
所以，希望大家帮忙找一下，
让他赶紧跟我联系，赶紧回
家。”王宣忠说。

如果您看到过这个孩子，
请速速与本报或者孩子的父
母联系。

本 报 电 话 ：0 5 4 3 —
3 2 1 1 1 2 3 、王 宣 忠 电 话 ：
18264397278

1166岁岁少少年年离离家家打打工工至至今今无无音音信信
王鑫阳济南辞职后在滨州城区出现过，家人盼他回家

“过年都没有回家，包的饺子，一家人从初一吃到初五，他奶奶想他想得都生病了。”
19日，50岁的王宣忠焦急地来到报社希望帮忙寻找离家外出的儿子王鑫阳。两个月来，王
宣忠根本无心工作，在惠民、滨城区两地来回奔波，虽然期间有老乡带来儿子的点滴消
息，但是如何找到儿子，他依旧没有任何头绪。

本报记者 王茜茜

本报3月19日讯(见习记者 傅
浩)春节前，无棣的吴女士购买了一
双549元的梦特娇鞋子，两只鞋子
先后出现了掉色问题。经销商给出
了质检报告，称鞋子无质量问题，
吴女士退货遭拒。

吴女士说，年前在无棣圣豪商
场梦特娇专柜，花了549元为家人
买了一双原价一千多的特价鞋子。

“开始很满意，穿了两天，鞋子掉色
了。当时也没想退也没想换，心想
凑合着给修吧。”于是鞋子就返回
了济南的厂家进行了维修，修了半
个月，在吴女士的几番催促下，鞋
子修好拿了回来。“虽然时间有点
长但是我还是挺高兴的，因为一点
也看不出来，于是就继续穿，穿了
没几天，另一个鞋子也开始出现了
以前的掉色问题。当时又急又气，
可是这时候商场已经过年放假
了。”

年后商场开业，吴女士找到了
商场卖家，卖家联系厂家，说要过完
元宵节才能给答复。期间吴女士有

点心灰意冷了，觉得这双鞋子是劣
质产品，想要退货了。可是经过漫长
的协商过程，商家只是答应给换一
双，吴女士对这个答复不满意，一心
想要退货。然而3月13日，济南的厂
家给出了一个质量检测报告，报告
表明质量没有问题。商场的销售人
员也表示只能维修，不可以退货。

吴女士拨打了12315热线，热线
转到了无棣工商局。经过两天协商，
工商局工作人员对吴女士说，检测
报告证明商品不是假冒产品，终止
了协商，如果吴女士不满意，最后只
能走司法程序。吴女士又致电济南
服务中心，几经联系服务中心答复
如果吴女士不满意可以申请第二次
检测。

记者致电梦特娇济南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掉色
问题是第一次遇到。如果吴女士对
质检结果不满意，可以自己联系相
关部门做质量鉴定，如果真的存在
质量问题，鉴定费用他们会负责。
现在只能帮助维修，无法退货。

五五百百多多一一双双鞋鞋 穿穿两两天天褪褪色色
梦特娇厂商给出质检报告，称鞋子无质量问题

本报3月19日讯(通讯员 陈
德泽 赵建磊 记者 孙秀峰 )

为了去镇上修摩托车，喝了酒
的父亲叫上喝了酒的儿子各自驾
驶一辆摩托上路，被执勤民警逮
了个正着。18日下午，阳信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查处了这两起酒后驾
驶交通违法行为。

18日下午两点左右，阳信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四中队民警巡逻
执勤至辖区翟王镇环乡路时，见
由南向北行驶的一辆两轮摩托车
和一辆三轮摩托车有交通违法行
为，遂示意其停车接受检查。

两车停下后，民警闻到两人
身上有酒味儿，遂对他们进行酒
精含量测试，经测试，两轮摩托车
驾驶人酒精含量为23毫克/100毫
升，三轮摩托车驾驶人酒精含量
为70毫克/100毫升，两人都属于
酒后驾驶。

经询问，原来中午家里来了
客人，父子二人陪客人喝了酒。客
人走后父亲对儿子说三轮摩托车
需要到镇里去修一下，于是喝了
酒的父亲驾驶两轮摩托，喝了酒
的儿子驾驶三轮摩托双双上路
了。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
定，父子二人分别受到罚款1000
元，驾驶证记12分、暂扣6个月的
处罚。

酒后驾车上路

父子双双被查

本报3月19日讯(通讯员 周
向阳 记者 杜雅楠 ) 小伙回
原单位小聚，酒后触景生情竟爬
进昔日暗恋女孩的宿舍，偷走其
内衣内裤和手机等物品。

16日上午，滨州市公安局滨
西分局接到滨城区某公司秦女士
报案，称自己在1 5日晚被偷走
OPPO手机一部、现金70元及女
士贴身衣物若干。接到报案后，民
警立刻组织警力和刑事技术人
员，调取监控录像，对案发现场进
行勘查和调查走访，很快就锁定
了犯罪嫌疑人朱某某。

据朱某某交代，自己原籍河
南，2009年经亲戚介绍来到滨西
分局辖区某公司从事电焊工作，
2014年离开滨州返回北京继续打
工。

3月14日，朱某某乘车赴滨州
亲戚家中，顺道去原工作单位讨
要工友欠下的4000元钱。3月15
日，朱某某携带讨回的2000元钱
邀请曾经的几位工友小聚。席间，
朱某某询问起在此打工时曾经暗
恋的秦女士的近况，当朱某某得
知秦姑娘就住在自己离职前的宿
舍时，朱某某怦然心动，没能见到
心仪的女孩，准备临走时带走几
样秦姑娘的内衣留作纪念。

半夜爬窗偷走

暗恋女孩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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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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