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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泰安安两两企企业业保保健健品品抽抽检检不不合合格格
唐人牌泰山灵芝茶菌落总数超标3.5倍，红枫叶牌螺旋藻片崩解时限不合格

QQ群上传淫秽视频
三男子获刑抱头痛哭

本报泰安11月11日讯
(记者 邢志彬 通讯员
焦小洲) 三名19岁青年在
QQ群里传播淫秽视频和图
片牟利，马庄派出所的民警
发现这一情况，经过几周摸
排调查，10日抓获三名犯罪
嫌疑人，目前已刑事拘留。

王某、李某、张某，都是
19岁的青年，三人是初中同
学，他们初中毕业后就辍学
在家，没有固定工作，天天
游手好闲。

三人家庭本不富裕，无
法满足他们的日常开支，为
了弄点钱花，三人想到一个
歪招。他们在QQ群里上传
淫秽视频和图片，让群成员
下载，并以此为诱饵，向群

成员收取钱财，收来的钱都
用来满足平时的花销。

马庄派出所在日常走访
中，和群众聊天时偶然听说
了这件事，就展开调查，几个
星期后基本摸清了情况。

10日上午，民警认为抓
捕时机已经成熟，三路民警
同时出动，到他们住处将三
人抓获，抓捕时三人正通过
手机上传视频。

当民警告知三人的这
种行为已触犯刑法，是违法
犯罪，下一步面临起诉的可
能时，三名青年在看守所门
口抱头痛哭。

目前三人已被刑事拘
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
中。

撞伤行人逃逸
两小时后又自首

本报泰安11月11日讯
(记者 曹剑 通讯员 刘
冰) 9日晚，一辆私家车在
擂鼓石大街和龙潭路路口
撞伤一名行人后逃逸，城西
交警通过分析天网监控，快
速锁定嫌疑车辆，两个小时
后，肇事男子自首。

9日20时30分许，城西
大队事故中队接指挥中心
指令，称在擂鼓石大街与龙
潭路路口一名行人被车撞
伤，车辆逃逸。接警后，城西
大队事故民警段世鹏、赵新
迅速赶到现场。经过初查，
现场只遗留一块黑色碎片，
无其他痕迹。

民警一方面与指挥中

心联系，调取案发时该路口
的视频监控；一方面对现场
证人询问。随后经支队指挥
中心通过查看天网监控，一
辆牌照为鲁J99***的小型越
野客车有重大作案嫌疑，案
发后向北驶去进入某小区。

根据此线索民警迅速
对现场北面几个小区摸排。
当晚22时50分许，驾驶员张
某迫于压力，主动到中队投
案自首并供述事情经过。原
来，张某开车沿擂鼓石大街
由东向西行驶至龙潭路路
口右转时，与行人发生碰
撞，随后驾车逃逸。

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
办理中。

本报泰安11月11日讯
(记者 路伟) 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公布了新一批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通
告，泰安有两批次保健食品
不合格被通报。

11日，省食药局公布的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报
告(2015年第15期至第18期)，
又一批不合格的食品被点
名。其中，抽检的鱼油及海
产品类、灵芝虫草类等保健
食品中，泰安有两批次产品
不合格。

此次抽检的保健食品
依据为，经过相关部门备案
的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及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颁布的补充检验方法等。

抽检项目包括功效/标
志性成分、理化指标、微生
物指标、非法添加等，共抽
检185批次样品，其中19批
进行了非法添加项目检测，
本次抽检检出不合格产品9
批次。

泰安市泰山灵芝开发
有限公司生产的唐人牌泰

山灵芝茶(批号20150308)，菌
落总数超标3 . 5倍；泰安市
爱康商贸有限公司的红枫
叶 牌 螺 旋 藻 片（ 批 号
20140101），崩解时限不合
格，菌落总数严重超标，若
有害菌群较多，可能引起肠
道不适；崩解时限不符合标
准规定，会影响吸收。

对于上述不合格产品，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
要求相关市局按规定进行
核查处置工作，并及时发布
核查处置信息。

本报泰安11月11日讯
(记者 王伟强 通讯员
赵文存 肖根法 ) 10日，
新泰市第二届O2O购物节
暨跨境电商产业园和新易
泰电商物流产业园开园仪
式正式开幕，活动持续到15
日。这次活动共汇集600家

商界精英，共设标准展位
600个，汇集4000多种进口商
品、3000多种国内商品进行
展示展销。

10日上午10点，活动正
式开幕，在跨境电商产业园
二楼、三楼的柜台上，摆满
了各种跨境商品。“没想到

在新泰买到进口的商品，而
且价格也很实惠，真是来对
了。”刘女士高兴地说。

据统计，活动当天客流
量达1万人，共有1100家企
业5600种产品签约“线上平
台”22个，实现线上线下交
易额2 . 2亿元。

新新泰泰举举办办OO22OO购购物物节节
活动持续到15日

本报泰安11月11日讯
(记者 赵兴超) 10日，泰
山科技学院学生在宿舍遇
到发展兼职下线的人员，买
了百十块钱文具，对方答应
卖不掉可以退货。而等人走
后，学生才发现文具数量不
对而且质量很差，再打电话
想退货时，对方已关机。

“我们就是气不过，只
有百十块钱还不放过，太坑
人了。”11日，在山东科技大
学泰山科技学院上学的陈
芳(化名)，向本报反映她们
好几个同学，被一个自称寻
找兼职学生的人坑了。

陈芳说，8日晚上她正
在宿舍上网，一个年纪三十

多岁的女子敲门进了宿舍，
手里提着一个袋子，女子说
她是一家文具公司经理，给
大学生们提供一份既可以
锻炼口才又能有收入的兼
职工作。

女子从包里拿出来一
些笔、本子等文具，告诉她
们可以原价打5折供货，学
生们可以原价或者打八折
再卖给同学，赚钱虽然不
多，但卖一盒笔也能赚一天
三顿饭钱。

女子还当着学生的面
演示了笔的质量，“我看那
种笔文具店至少卖3块钱，
她卖给我们只要1块5。”陈
芳说。

记者从被骗学生处了
解到，女子承诺货物卖不
掉，可以随时找她退掉，这
是学生下决心做兼职的最
主要动力。大一学生小孙
说，她和室友买了一百多
一点的货，等女子走后清
点时发现，8盒笔有一多半
不出水，而且数量也不对，
本该装10支的盒有的只有
8支。

“我们隔了也就是一个
多小时清点的货，再打电话
时对方就关机了。”小孙说，
虽然钱不多，但还是觉得挺
气愤，应该曝光这种骗术，
提醒其他同学不要再上这
种当。

女女子子进进大大学学宿宿舍舍推推销销
卖卖出出八八盒盒笔笔多多半半不不出出水水

泰安中富兴泰置业有限公司

贵公司2014年在齐鲁晚报《今日泰山》刊登中富宏

泰·泰山国际采购中心广告，广告费累计123500元整(壹

拾贰万叁仟伍佰元整)经多次催款，至今未付。请贵公

司在本通知发出10日内将上述欠款结清。否则，本公司

将保留采取进一步催款措施的权利。

特此通知！

泰安大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9日

催催 款款 通通 知知
生殖医学专家
做客空中诊室

本报泰安11月11日讯(记者 路
伟 通讯员 吕园园) 本报健康
专刊“空中诊室”栏目将继续开诊，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生殖医学副主
任医师、副教授，生殖医学博士，山
东省医学会第三届生殖医学分会委
员张文娟将做客下期空中诊室，为
大家讲解高龄妇女备孕需要注意的
事项。

二胎政策全面放开，不少高龄
妇女再次做妈妈的愿望变得越来越
强烈。张文娟副教授将在下起空中

诊室中为大家讲解高龄女性所关注
的问题以及注意事项等相关知识。

张文娟副教授主要擅长妇科内
分泌疾病如多囊卵巢综合征、高泌
乳素血症、卵巢早衰、功能失调性子
宫出血及不孕不育、复发性流产、优
生优育等方面的临床工作。

下期“空中诊室”栏目时间：11
月12日上午9:30-10:30，读者可拨打
健康热线18653887225，与专家进行
直接交流，也可提前发送问题至栏
目邮箱jinritaishan2013@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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