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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临沂11月8日讯（记
者 高祥 实习记者 邱明）

8日上午，第三届郯城银杏
节暨银杏产品交易会开幕。来
自国内外的一万多名客商和
游客参会，郯城县一棵生长了
3000多年的古银杏树成为众
人的瞩目焦点。据初步统计，
开幕式当天，银杏产品现场采
购及签约交易额超过一亿元。

开幕式上，国家林业局领
导为山东郯城国家银杏公园
授牌，省林业厅领导为郯城
省级花木交易市场授牌，银
杏节组委会为10对因银杏结
缘的和谐金婚夫妇颁发了纪
念奖杯。开幕式结束后，国内
主要银杏产区领导、相关学
科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172
人召开了第二十一次银杏学
术研讨会。

“全国绿化用银杏树，每3
棵就有1棵产自郯城。”郯城县
林业局局长毛贵川说，银杏树
作为园林绿化的优良树种，苗
木外销是郯城县的银杏产业
支柱。据了解，郯城县大规模
种植银杏已有数百年历史，现
存百年以上树龄的银杏有3万

多棵，其中一棵雄树据史料记
载已生长了3000多年，成为郯
城 银 杏 苗 木 的“ 形 象 代 言
人”。在郯城县新村银杏产业
开发区银杏古梅园，记者看
到，这棵古银杏树高近40米、
树围达7米，虽历经风雨，仍
枝繁叶茂。当地银杏种植户
说，这棵古树在开花季能为
20多公里内的雌树授粉，周
边生长的银杏苗木都算得上
是它的后代，拿着这棵树的
照片往客户眼前一亮，生意
特别好谈。

银杏树浑身都是宝，除了
直接作为绿化苗木，从其叶
子、树皮、树根、果皮中提取
出的黄酮甙，对治疗心脑血
管疾病有很好的效果，每吨
价值120万元。银杏果仁则富
有多种营养，不仅能做成保
健食品和美容产品，还可以
入药。“银杏鲜果因为含毒
素，不宜大量食用，我们组建
攻关团队成功研发了脱毒技
术，破解了这个难题。”山东
祥盛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娄
尚峰说，他们研发出的银杏保
健食品已获得了国家发明专

利，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后，年
产值可以达到十几亿元。像祥
盛食品这样的银杏产品深加
工企业，在银杏节主场地、银
杏会展中心展馆有200多个
展位，这些企业带来的银杏
胶囊、银杏茶、银杏酒、银杏
叶枕等产品，吸引了采购商
和游客在展位前驻足观看、
交易洽谈。

郯城县委副书记、县长刘

连栋说，近几年郯城县深挖
银杏资源，培育银杏深加工
企业，研发了银杏系列产品，
做长加工产业链，提高了银
杏的附加值。郯城县已有银
杏产品深加工企业65家，有
30多个系列、400多个产品品
种面市，从业人员近10万人，
年消耗银杏鲜果400多万公
斤、银杏干叶1100多万公斤，
新增产值超过3亿元。

本报潍坊11月8日讯（记者 马
媛媛） 8日，记者从潍坊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获悉，为进一步强化
社会监督，及时发现控制和消除食
品安全隐患，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
法犯罪活动，近日，潍坊印发了《潍
坊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试
行）》的通知，对举报奖励范围、举
报受理方式、举报奖励标准等作出
了明确规定，食品安全举报最高奖
三十万。

根据《潍坊市食品安全举报奖
励办法（试行）》，潍坊明确了10项
食品违法行为，可给予举报人奖
励。市民举报食品违法行为可以
通过拨打市长公开电话 1 2 3 4 5或
相关部门举报电话。有关部门在
对举报案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
处理决定后，将对举报人身份、举
报事实、奖励条件、涉案货值和奖
励标准予以认定，并告知举报人
申请举报奖励。

根据奖励办法，对突发食品安
全事件或者其他涉及人体健康、生
命安全，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食品
安全问题及时进行举报，并积极协
助调查处理的，给予1000元到10000

元的奖励。对于举报违法制售、使
用食品非法添加物、生产假冒伪劣
食品的“黑窝点”、“黑作坊”，以及
违法生产经营单位内部或者食品
行业内部的举报人员，按上限给予
奖励。每起案件的奖励最高金额原
则上不超过30万元。

食品安全举报

最高奖三十万

本报临沂11月8日讯（记者 高
祥 通讯员 李士美） 一名四川
籍男子在临沂市沂南县打工，犯了
毒瘾吸毒后深夜到饭馆行窃，没想
到撬门入室只偷到两个馒头，在他
准备第二次作案时被民警抓获。近
日，这名男子因盗窃、吸毒被拘留。

10月31日凌晨1时许，沂南县公
安局辛集派出所民警在库沟村巡
逻时，发现有两名青年在一水饺店
门前鬼鬼祟祟地开门。民警怀疑这
两名青年很可能是入室盗窃嫌疑
人，于是上前进行盘查，两名男子
见有民警上前立即分头逃窜，民警
追赶，将其中一名男子控制。民警
对该男子讯问时，对于民警提出的
问题，该男子操着四川口音含糊其
辞，时时顾左右而言他。民警在依
法对该男子进行人身搜查时，在其
上衣口袋里发现了一把断线钳，在
左侧裤兜内发现一把钳子，外套口
袋里有一个香烟盒，内有半包白色
颗粒。民警还发现饭店门挂锁已被
别断，锁头被扔到了地上，民警将
该男子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

经查，该男子为四川彝族人，
名字叫瑞某阿柴，23岁。今年10月
份，他跟随老乡来到沂南县打工，
后辞职不干。瑞某阿柴身上的钱花
光了，又因为几年前沾上的毒瘾发
作了，他就买了断线钳和钳子当
做作案工具想盗窃弄点钱花。1 0

月 3 0日晚上，两人骑着电动自行
车来到辛集镇库沟村，用早已准
备好的断线钳和钳子将一饭馆门
锁打开，将桌子上的两个馒头偷走
吃掉，凌晨又骑车来到附近一水饺
店准备再次实施盗窃时，被巡逻民
警发现。

民警对瑞某阿柴进行尿检，呈
阳性，其本人对自己吸食毒品的违
法事实供认不讳，并交代民警在其
身上搜出的烟盒内装着的半包白
色颗粒是吸食剩下的海洛因。目
前，瑞某阿柴因盗窃、吸毒被拘留。
另一名男子另案处理。

深夜入室盗窃

吸毒男被拘留

第三届郯城银杏节昨开幕

银银杏杏产产品品首首日日交交易易额额超超亿亿

车祸带走父母，孩子重伤幸存

三三岁岁娃娃成成孤孤儿儿，，爱爱心心人人伸伸援援手手

本报青岛11月8日讯（记者
刘震） 10月28日，胶州一起

车祸带走了3岁孩子小允浩的
父母，成为孤儿的小允浩目前
在青医附院接受治疗，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助之
手。小允浩的大伯说，目前已收
到爱心人士捐款约5万元。

10月28日晚11时左右，在
胶州市营里路黄家岭村西发生
一起惨烈的交通事故，当时赵
先生开车和妻子带着3岁的儿
子允浩回家，途中发生单方交
通事故，汽车撞断路边5棵树后
又翻到沟里，一家三口都被甩
出车外，赵先生和妻子当场死
亡，3岁的小允浩幸存。

29日早晨6点，路过的车辆
发现了允浩一家并报警。事发
现场附近村民称，赵先生驾驶
的汽车已经面目全非，马路边
上碗口粗的树被拦腰撞断5棵。
早晨发现小允浩的时候，他左
腿伤口上的鲜血已经凝固，但
尚有微弱的呼吸，小允浩在沟
里躺了足足6个多小时。

据了解，29日小允浩被120

救护车紧急送往胶州市人民医
院，由于伤势过重，第三天即被
转院至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记
者电话采访得知，小允浩现在
由奶奶照顾，目前其左腿已经
做完手术。“很多人来看我们，
有的人过来看看孩子后放下钱
就走了，真是太感谢好心人
了！”小允浩的大伯告诉记者，
小允浩的伤情很重，不仅左腿
骨折，而且脊髓损伤，并引发肾
炎，很可能从腰部以下瘫痪。

小允浩失去父母、重伤的
消息传出后，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小允浩
的大伯赵先生说，小允浩的爷
爷奶奶年近六旬，基本没有经
济能力，小允浩的治疗康复费
用成了难题，于是他通过微信
朋友圈以及其他网络平台求
助。“求助消息发出后，许多好
心人主动联系我们并给予捐
助。”赵先生告诉记者，从11月2
日他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出求助
消息后，短短两天的时间，共收
到爱心捐款约5万元，目前已花
去治疗费用2万多元。

男男婴婴寒寒夜夜被被弃弃街街头头
福福利利院院里里喊喊““妈妈妈妈””

本报菏泽11月8日讯
（记者 李凤仪） 6日晚上
9时许，菏泽市牡丹南路派
出所民警接到报警电话，一
名男婴被遗弃在双河路街
头，当晚温度3℃左右，男
婴躺在地上冻得手脚冰
凉，民警赶到现场后急忙
联系 1 2 0，男婴被接到医
院检查后所幸无大碍。8
日上午，男婴被菏泽市儿
童福利院接收。

民警介绍，6日晚上9时
许接到市民报警电话，称在
双河路白云宾馆附近，一名
男婴被遗弃街头。民警迅速
赶往现场，一名一岁左右的
男婴躺在冰凉的地上，身旁
有一袋旧衣物，没有任何与
男婴身份有关的信息。当晚
温度只有3℃左右，男婴穿
着一身打补丁的旧衣服，冻
得手脚冰凉，民警急忙联系
120。菏泽市第二人民医院
将男婴接到医院并对男婴
进行检查，发现男婴身体健
康，并无大碍，稍有点感冒。

医院将男婴安置在值班室。
护士说，她们给孩子换了纸
尿裤，又给孩子冲奶粉，“他
很听话，睡得很香，一直睡
到第二天早晨6点多醒来，
而且会喊妈妈。”

8日上午，医院和牡丹
南路派出所将男婴送到菏
泽市儿童福利院。下午5时
许，记者赶到市福利院时，
孩子刚睡着，躺在婴儿床上
轻微打着鼾声，身上的脏旧
衣服已经换掉，盖了一床小
被。福利院工作人员赵荣告
诉记者，孩子一直很乖，喝
了奶粉就自己玩耍，也不哭
闹。

菏泽市第二人民医院
医护人员称，孩子刚送到医
院时就有很多人来看孩子，
并要求领养孩子。记者采访
获悉，福利院也接到了很多
热心市民打来的电话，一些
市民要求领养孩子。“领养
孩子程序复杂，目前有很多
人要求领养我们这里的孩
子。”福利院工作人员说。

三千岁银杏枝繁叶茂。

被弃男婴在福利院的婴儿床上酣睡。本报记者 李凤仪 摄小允浩在医院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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