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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母亲亲地地头头睡睡一一夜夜 孩孩子子不不见见了了
急寻！商河一名17个月女婴丢失，盼好心人提供线索

小小作作坊坊和和鞭鞭炮炮仓仓库库就就隔隔一一道道墙墙
街道办：曾经生产井盖，属于违章建筑，马上拆除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戚
云雷） 近日，历城区港沟街道
办事处太平村一家烟花爆竹基
地的工作人员向本报反映，他
们鞭炮仓库旁边有一个生产树
脂井盖的小作坊，存放大桶的
化工原料，对鞭炮仓库产生了
安全隐患。港沟街道办的工作
人员表示，该作坊现已改种蘑
菇，不过确为违章建筑，近期将
对其进行拆除。

7日下午，记者来到港沟
街道办事处太平村东边的健智
烟花爆竹批发公司的仓储基
地。据基地负责人李女士介绍，
小作坊是去年冬天建的，就建
在他们东侧库房仅一墙之隔的
地方。刚开始他们以为建的是
种蘑菇的大棚，没想到竟然生
产起了树脂井盖。“做树脂井盖
要用到聚乙烯等，经常能看到
他们院里放着一些化工原料的
大桶。”基地的一名工作人员
称。

由于小作坊距存储烟花爆
竹的仓库太近，李女士担心会
对他们基地造成安全隐患。“安
全距离是由烟花爆竹仓库面积
和仓储量决定的，我们东侧的
仓库面积有880平米，存放了
8800吨烟花爆竹，按照国家规
定至少要留出 65米的安全距
离，他们明显不符合安全距
离。”李女士称。

在基地东侧仓库的后门，
记者看到，基地旁边的小作坊
确实离鞭炮仓库非常近，其中
一间屋子与基地围墙挨着，另
一间距围墙也只有十多米，并
且两间屋子朝向基地的一面均

盖着遮阳布，看不清作坊里到
底堆放着什么。不过，在屋子外
面能明显看到几个做井盖用的
模板。

随后，记者实地探访了小
作坊。作坊其实是个简易棚户，
是车脚山村的村民盖的，由一
对母女在照看。在其中一名村
民的带领下，记者先后到两间
屋子进行了查看，与鞭炮仓库
工作人员说法不同的是，这个
小作坊并没有在生产井盖，两
间屋子种的都是蘑菇。

一名村民表示，他们之前

确实做过井盖，不过后来就改
种蘑菇了。“我们把大棚建在这
里是经过村里同意的，也问过
镇里和12345热线，都说能建
我们才建的。说我们做井盖危
险，那他们鞭炮仓库不是更危
险吗？”村民表示，他们只是想
在这里种蘑菇，如果缺少什么
手续，他们可以补办。

鞭炮基地负责人李女士表
示，他们并不知道小作坊已经
改种蘑菇了，因为一周前安监
部门来基地检查时，顺便去看
了他们的作坊，当时还在生产

着井盖。“改种蘑菇也不行，毕
竟不符合安全距离，万一出了
问题，这个责任谁都担不起。”
李女士表示，如果作坊愿意搬
走，他们公司愿意进行一定的
经济补偿。

9日下午，港沟街道办事
处的工作人员答复称，街道办
执法中队已联合安监中队对基
地旁边的作坊进行了一次检查，
检查发现该作坊已经不做井盖
改种蘑菇了，不过这个地方确实
属于违章建筑，街道办马上就要
组织人员对其进行拆除。

曾生产井盖的小作坊与鞭炮仓库仅一墙之隔。 本报记者 戚云雷 摄

网上订的外卖

竟吃出产卵苍蝇

本报 9月 9日讯（记者 戚云
雷） 本来想图方便从网上订了份
外卖羊肉汤，没想到却从羊肉中吃
出了苍蝇，而且苍蝇还已产卵，这让
市民李先生直呼恶心。9日下午，送
外卖的羊汤馆老板表示，将通过订
单联系李先生核实情况。

据李先生介绍，他在经四路附
近上班，中午12点半的时候通过百
度外卖的手机APP订了一份外卖，
是经四路上一家叫正宗单县单氏全
羊馆的羊肉汤。由于之前多次在店
里吃过，李先生比较信任。外卖送来
后，他就直接在单位吃了。

吃羊杂的时候，李先生突然发
现一块疑似羊肺的肉上有一个黑色
的东西，刚开始以为是寄生虫，就挑
出来放在一旁了。但吃完饭后当他
仔细看那块有黑点的肉时，发现并
不是寄生虫，而是一只苍蝇。“已经
产卵了，旁边还有小的蛆虫。”李先
生突然感到非常恶心。

拍完视频留存证据后，李先生随
后通过留言向百度外卖客服进行了
投诉，但一直没有等到客服方面的答
复。李先生表示，他之所以没有向店
家进行投诉，是因为他认为即使投诉
了，店家最多进行免单和道歉，并不
会改变什么。“这种通过订餐平台订
的外卖，食品的安全谁来保证呢？”

根据李先生提供的订单，记者
致电正宗单县单氏全羊馆。据饭店
老板称，他们今天接了十多单外卖，
并未接到顾客在羊汤中吃出苍蝇的
投诉。“我的店开了八年，每块羊肉
都会仔细检查清洗，从来没有遇到
过这样的事情。”针对李先生的事
情，羊汤馆老板表示将通过订单找
到当事的顾客核实情况。

作为第三方订餐平台，百度外卖
的客服人员表示，如果出现外卖中有
异物的问题，他们会要求顾客拍一张
照片作为证据，发送到投诉邮箱，客
服人员也会对事情进行记录，反映给
公司的食品安全部门，随后由食品安
全部门专门负责处理。至于对涉事的
商家是否有处罚措施，客服人员表示
不清楚，归食品安全部门负责。

就线上订餐平台的监管，记者
致电济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工作人员以不接受电话采访拒绝了
记者的要求。根据《食品安全法》相
关规定，从事食品生产、食品流通、
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生产
许可、食品流通许可、餐饮服务许
可。但作为不生产加工食品，只进行
订购配送的第三方订餐平台，已属
网购食品的范畴。

不过，好在今年 10月 1日即将
实施的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将加
强对食品生产经营的规范，并增加
对网络食品交易进行规范，其中第
六十二条明确规定，“网络食品交易
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食品
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明确其食品
安全管理责任；依法应当取得许可
证的，还应当审查其许可证。”

李先生从百度外卖上订的羊肉
汤。 受访者提供

本报记者 邢敏

患病母亲睡地头

醒来孩子不见了

据孩子的姑姑刘传玲说，7

日上午10点左右，家人发现患
有精神分裂症的孩子母亲范景
香抱着孩子出了贾庄镇马集
村，不知去向，家里人便开始寻
找母子俩。有村民向家人反映，
下午 1点多，孩子和母亲出现
在刘志石家，下午6点多，她们
又出现在燕家村村南头的公路
上。

8日上午，家里人从贾庄镇
燕家村村后头的柴火垛旁发现
了孩子母亲范景香，但此时孩
子并不在母亲身旁。“无论家人
如何询问，范景香始终不说话，
不回答孩子的去向。”刘传玲
说。

“她常抱着孩子出村玩，没
想到这次就出事了。”刘传玲
说，范景香患有精神分裂症已
经四五年了，之前通过治疗病
情已经稳定了，出事之前她并
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

“据我们掌握的线索，7日
下午 6点多，有村民看见孩子
和范景香出现在燕家村村北头
的土路上，此时孩子还在母亲
身旁。这是最后一次看见孩子
的时间和地点。”贾庄镇派出
所受理案件的教导员刘学晨
说，接到报案后，他们也在积
极寻找孩子。民警询问范景
香得知，她于 7日 10点左右抱
着孩子出了村，打算去姐姐
家。晚上 10点左右，她把孩子
放 在 燕 家 村 路 南 小 公 路 中
间，自己躺在一旁的玉米地
里睡觉。“第二天一早 5 点左
右，醒了以后发现孩子已经
不在身旁，范景香在公路上
来来回回找了好几遍，但是始
终没有找到。”

家人在急切寻找

盼好心人提供线索

“从知道孩子丢了到现在，
我们家里人都急坏了。亲戚朋
友20多口子一直出来找，整晚
不睡觉也出来问线索，找孩
子。”孩子姑姑刘传玲说，孩子
的照片是一个月前刚刚照的，
失踪那天穿的是蓝色的半袖，
袖口是黄色的。孩子前一阵得
过湿疹，身上留下了很多疤痕。

刘传玲说，孩子已经17个
月，孩子平常可以吃点饭，范景
香抱着孩子出来那天她什么也
没带，他们猜测是不是范景香
去村户里给孩子要水喝或者要
吃的时被坏人盯上了？“孩子她

爸爸刘传福现在正在张坊乡穆
家村挨家挨户寻找孩子。我们
推测孩子可能从燕家村路南小
公路被带去了穆家村。现在通
过网络、村里广播，张贴寻人启
事等找孩子，但是一直没有收
到有价值的线索。”

“现在我们民警也在帮着
寻找，正在联系张坊乡派出所
调取公路旁的监控，看看有没
有孩子的下落。”贾庄镇派出所
教导员刘学晨说，目前他们正
在积极地寻找孩子。

望知情者拨打本报今日商
河热线84888468，或联系孩子
家人，电话13698649717（孩子父
亲刘传福）13573141822（孩子姑
姑刘传玲）。希望早日找到丢失
的女婴。

孩子一个月前的照片。

“家里人都急坏
了！整晚都睡不着觉，
希望看见孩子有线索
的 朋 友 积 极 联 系 我
们。”9日上午，商河县
贾庄镇的刘传玲告诉
记者，17个月大的女
婴刘召骏失踪已 2天
了。事发至今，20多名
亲友以及民警分头到
处寻找，孩子仍下落
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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