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4 身边 2015年8月14日 星期五 编辑：岩鹰 美编：马晓迪 组版：洛菁>>>>

11 .. 44吨吨危危化化品品藏藏长长途途大大货货车车上上
从常州运输至临沂被查，驾驶员竟毫不知情

《黄河》特种邮票

我省23日首发

本报济南8月13日讯（记者 李
虎 通讯员 崔鹏森） 记者13日从
山东省集邮公司获悉，中国邮政将于
8月23日发行《黄河》特种邮票1套9

枚，全套邮票面值为13 . 20元。黄河流
经的山东省内的9个地市将在当日举
行《黄河》特种邮票首发仪式。

《黄河》邮票以九图连票，全景呈
现黄河流域的自然生态和历史人文
景观，展示黄河的磅礴气势和深厚底
蕴。邮票内容分别为：大河之源、九曲
过城、塞上江南、河套穹野、壶口金
涛、水环三晋、山揽河洛、中州水韵、
河清海晏。其中《黄河》邮票的第九枚

“河清海晏”描绘了山东境内黄河滚
滚而去、河清海晏、岱青海蓝之景，蕴
含了黄河流域内的泰山、三孔、大明
湖、超然楼、灵岩寺等历史自然风光，
以及黄河入海的磅礴之势。

5920万元助力

饮用水源地保护

本报济南8月13日讯（记者 韩
笑 通讯员 孔进） 记者从山东省
财政厅获悉，为保障饮用水安全，近
日，山东省财政厅会同省环保厅，开
展2015年集中饮用水源地保护试点
示范工作。省级筹集资金5920万元，根
据试点示范县乡村人口、行政区面
积、生态县示范考核等次、2015年工作
量等因素，将资金切块下达淄川区、
栖霞市、乳山市、阳信县等4个省级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示范区域。

铁锅熬治癌“神药”

“神医”被拘留

本报临沂8月13日讯（记者
高祥 通讯员 李庆东 张杰）
平邑县一农民杜撰“祖传秘方”，使
用多味中草药及西药，在家用铁锅
熬制汤药、制作散剂，并散发广告，
鼓吹“神药”治疗炎症 3— 5分钟见
效，还能治愈肠癌等多种癌症，近日
这名“神医”被当地警方抓获。

平邑县平邑街道窦家庄村农民
窦某某私制药剂取名“平安保”，谎
称为“祖传秘方，能包治百病”，欺骗
百姓上当购买，从中牟利。8月2日，
平邑县食品药品监督局对窦某某涉
嫌生产销售假药进行调查后，将线
索移交给当地公安部门。

平邑警方对该案展开进一步的
调查，经过十几天侦查，办案民警搜
集到了窦某某在家中生产、存放假
药，并制作名片、虚假广告彩页张贴
散发，向附近群众兜售假药“平安
保”牟利的确切证据。

8月12日，民警在犯罪嫌疑人窦
某某家中将其抓获，当场缴获“平安
保”药剂10000余毫升、粉剂1500余
克，及熬药用的铁锅等作案工具一
宗。经查，犯罪嫌疑人窦某某，男，58

岁，平邑街道窦家庄村人。为了谋取
暴利，自2012年以来，窦某某在无任
何资质及经营手续的情况下，杜撰
所谓的“祖传秘方”，使用多味中草
药及西药，在家用铁锅熬制汤药、制
作散剂，分装在5毫升和250毫升的
旧药瓶中，取名为“平安保”。同时，
窦某某印制名片和虚假广告彩页向
社会大量散发，鼓吹治疗效果，称该
药治疗胃炎、肠炎、咽炎等 3— 5分
钟见效，跌打硬伤10分钟治愈，并保
证药到病除，而且能治愈肠癌、胃
癌、子宫癌、宫颈癌等多种癌症。目
前，犯罪嫌疑人窦某某因涉嫌非法
生产销售假药已被拘留。

本报临沂8月13日讯（记者
高祥 通讯员 卢玉） 临

沂市一运输公司货车从江苏省
托运货物时，将7桶有毒易燃液
体乙二醇单乙醚偷偷藏在车厢
小百货中，货车长途运输返回
临沂，被临沂市交通执法人员
查获，而货车驾驶员对此还毫
不知情。目前，这批危化品货物
已被暂扣，运输公司被处以3万
元罚款。

8月10日早上，有市民举报
临沂市一普通物流货车运输货
物时，车上货品中藏有危险化
学品。根据举报线索，临沂市交
通监察支队执法队员于早上6
点在京沪高速公路义堂出口处
对货运车辆设点检查，经过两
个多小时的等待，未发现被举
报车辆。

18时40分，被举报车辆到
达临沂市兰山区后园物流园
区。执法队员立即赶往该园区，
与兰山执法人员协同商城管理
办公室工作人员一起，在园区
内对该车进行了检查。该车
为临沂市一家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所有，当天从江苏省常
州市拉载小百货返回临沂。
因该车满载货物，疑似危险
化学品又处于货物的中间，
无法进行检查，执法人员决
定现场全程监督该车卸载货
物。随着货物不断卸载，执法人
员终于发现了藏在货物中的7
桶乙二醇单乙醚。

看到车厢里藏着有毒易燃
液体，驾驶员目瞪口呆。据了解，
藏在货品中的7桶乙二醇单乙
醚，每桶200公斤，从常州进货送
到临沂，运费共1500元。该批乙
二醇单乙醚由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安排，常州一家物流公司托
运，驾驶员对此毫不知情。

据介绍，乙二醇单乙醚是
一种低挥发性溶剂，是清漆等
涂料的主要成分，有毒，可经皮
肤吸收，属于易燃液体，当温度

达到 20℃时该物质蒸发相当
快，有着火和爆炸的危险，应按
危险化学品运输。

因涉事车辆和人员“未取得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擅自从
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涉事大
货车及7桶乙二醇单乙醚被临沂
市交通执法人员依法暂扣。8月
12日，临沂市交通运输监察支队
依法对该货车所属汽运公司处
以3万元罚款。

执法人员介绍，临沂交通

运输监察部门将继续加大执法
检查力度，对非法改装车辆和
罐体，无资质人员非法从事道
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防护措
施不全，未配备必要的防护用
品和应急救援器材，未经许可
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超越许可事项从事道路危险货
物运输等违法违章行为进行严
肃查处，对路面执法检查发现
的违法危化品运输行为一律从
严从重处罚。

本报青岛8月13日讯（记者
刘腾腾 通讯员 朱海生）

酒后手机遗落在饭店，服务员捡
到后交给民警，民警核实发现机
主是诈骗嫌犯，将其抓获。

8月12日晚上10点多，青
岛市公安局市北分局兴隆路派
出所民警接到辖区一家饭店服
务员电话，说有顾客将手提包
落在饭店内，包里有手机和现
金等物品，要将手提包交给民
警保管处理。民警赶到饭店后，
对包内物品进行了清点登记，
里面有两部手机和一千多元现
金，此外还有几张银行卡，因为

两部手机都无法正常开机，民
警询问了丢包顾客的大概体貌
特征后，将手提包带回派出所
暂存。回到派出所后，民警用充
电器给两部手机充电，开机后
试着用手机拨打通讯录内的联
系人，但是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8月13日早上8点多，其中
一部手机铃声响起，民警接通
后，对方称是菏泽公安，称机主
涉嫌诈骗已经被通缉，希望机
主能投案自首。起初民警以为
是诈骗电话，但是经过核实，对
方确是菏泽公安。原来，机主姓
袁，菏泽人，袁某在当地从事装

修，几个月前袁某与某公司签
订装修协议，公司先行支付十
万元装修款后，袁某携款消失，
手机始终关机，家人也不知他
的去向，公司负责人报警，当地
警方经过核实以涉嫌诈骗将其
列为网上逃犯，当地办案民警
不间断拨打袁某手机，希望能
联系到袁某规劝其自首，但是
袁某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
获知袁某有可能藏匿在青岛，
菏泽警方希望青岛兴隆路派出
所民警能协助将袁某抓获。

13日上午10点，提包内另
一部手机响起，民警接通后，对

方称自己昨晚喝醉后将手包遗
失，希望捡包人能把手机和银
行卡等物品归还，现金留作酬
谢。民警询问对方位置后，立即
赶往其所住的酒店，在房间内
将袁某当场控制。

袁某到案后交代，他因为
欠债，在收取某公司十万预付
款，将款项用于还债后潜逃到
青岛投靠朋友，12日晚和朋友
在饭店喝了很多扎啤，醉酒后
返回宾馆，第二天醒酒后发现
手提包丢失，便拨打自己手机
寻找，没想到等到的是警察。
目前袁某已被移交菏泽警方。

找找手手机机失失主主，，找找到到个个诈诈骗骗嫌嫌犯犯
青岛菏泽两地警方将骗钱10万男子抓获

本报青岛8月13日讯（记者
刘腾腾） 今年以来，青岛

市卫生监督局对多个游泳场
所进行水质检测，其中7家游
泳馆两次检测都不合格。

“崂山海信天悦小区露天泳
池的水一个多月没换了，我们怀
疑水质不达标。”12日，青岛市卫
生监督局收到了一份对崂山海
信天悦小区的投诉，有市民投诉
称怀疑该小区泳池的水质不合
格。为了检测小区泳池的水质，
卫生监督局的执法人员决定来
个突击检查。

13日上午10点半左右，执法
人员来到该小区。“经过检查，小
区泳池管理人员无法提供卫生
许可证，泳池救生员和管理人员
无法提供有效的健康证明，泳池
入口的卫生指标不完善，只标记
了温度和pH值，没有显示浑浊
度、游离性余氯等指标；此外，小
区水质更新情况、消毒情况的记
录也没有提供。”青岛市卫生监

督局副局长亓蓉说。目前，针对
该小区泳池存在的问题，执法人
员责令泳池管理者在取得相应
的经营证件前不得再对外开放。

时值盛夏，气温持续升高，
游泳场所成了人们消暑纳凉的
理想之地，游泳场所的空气、水
质卫生安全至关重要。今年5月
至8月，青岛市卫生监督局对青
岛市人工游泳场所，包括婴幼儿
游泳场所及成人游泳场所进行
了专项监督检查，共对青岛136
家游泳场所进行了两轮水质检
测。在初次监督检查和水质检测
中暴露出的卫生问题，大部分经
营单位及时整改，但有7处游泳
场所两轮水质检测结果均不符
合国家卫生标准。

13日上午，记者跟随卫生
监督局的执法人员到部分游
泳场所送达了行政处罚书，执
法人员首先来到位于市南区
金湾路的奥帆之星游泳馆，记
者在执法人员手中的行政处

罚书上看到，在今年5月和7月
的两次检测中，这家游泳馆两
项指标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被处以警告并罚款3000元的
行政处罚。“按照规定，第一次不
合格会被处以警告与1000元左

右的罚款，二次不合格会被处以
5000元左右的罚款并停业整顿，
三年内累计三次不合格，将被罚
款一万元，并吊销卫生许可证。”
青岛市卫生监督局副局长亓蓉
说。

七七家家游游泳泳馆馆两两轮轮水水质质检检测测不不合合格格
青岛监督检查136家游泳场所，大部分问题单位及时整改

▲危化品藏在车厢货物中。

被查扣的乙二醇单乙醚。

游泳馆工作人员在处罚书上签字。 本报记者 刘腾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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