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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2月21日讯（记者 韩
笑 通讯员 严文达 朱彪） 记
者从山东省财政厅获悉，2016年，山
东省财政安排4 . 46亿元，同比增长
14 . 3%，专项用于支持全省食品监管
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
的安全”。

其中，安排2亿元，支持制定食
品安全风险标准，对食品生产加
工、流通、餐饮环节的食品、保健食
品开展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等。安
排1 . 2亿元，支持开展“食安山东”活
动，加强省级食品检验能力建设，
推进省级食品安全市、县创建，积
极争创国家级食品安全城市。安排
5350万元，支持全省食品监管信息
化建设，引导和加强区域食品检验
能力建设，查处食品违法违纪案件
等。安排7205万元，支持食品安全监
管教育，培养山东省急需专业人
才，夯实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基础。

4 . 46亿元保障

舌尖上的安全

不不做做酒酒精精检检测测，，还还打打骂骂交交警警
男子涉嫌妨碍执行公务面临处罚

违违规规电电焊焊烧烧毁毁汽汽车车美美容容中中心心
不具备电焊作业资质，维修工被拘留

两车剐蹭

男子涉嫌酒驾

2月2日，泰安的李先生驾
驶长安轿车，拉着未婚妻筹备
婚礼的种种事项。当晚8点左
右，当长安轿车行驶到兴济河
高架桥上时，意外的剐蹭事故
发生了。一辆丰田轿车剐了李
先生的轿车，李先生打开车窗
喊对方停车，可对方并没有立
即停车，而是继续向前行驶了
30米左右下了桥，才把车停在
了路边，一名女士从车上走了
下来。

“我车上有个喝酒的，事
故我想跟你私了。”该女士上
前对李先生说。虽说遇到了事
故心里不舒服，但对方态度还
不错，李先生就耐心跟对方谈
起了赔偿问题。

原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
了，不想前方却传来了持续不
断的刺耳喇叭声，声音就是从
丰田轿车上传过来的。李先生
和前来协商的女车主一起走到
了丰田车前，看到一个50岁左
右的男子坐在驾驶座上，情绪
很激动，正不停地按着喇叭，并
不时拍打车窗要求下车。

女车主打开车门，李先生
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酒味。中年
男子下车大喊大叫，指责李先
生，还跑到李先生的车前，对
着车身“咣咣”连踹两脚。

李先生见男子如此，又是
从丰田车驾驶座上下来的，怀
疑男子涉嫌酒驾，随即拨打电
话报了警。

借着酒劲耍横

打交警咬交警

接警后，济南槐荫交警大
队段东中队的民警迅速赶到
了现场。因为涉嫌酒驾，民警
要对男子进行酒精检测，但男
子不予配合不说，还对交警又
打又骂，把一名民警身上穿的
防护服都撕烂了。

“这人喝完酒后有股蛮
劲，这么结实的防护服竟然都
被他撕烂了。”段东中队民警
任翔说。民警将男子带上警
车，带回了交警中队，进一步
调查处理。

在交警中队，男子依旧情
绪激动，民警强制他坐在约束
椅上，通知医务人员抽血检测
酒精含量。可是，坐在约束椅
上的男子并不消停，用力掰扯
椅子上的遮挡板，把一侧的扶
手都给掰断了。

从约束椅上出来后，男子
还对着讯问室的装修墙猛踹，
墙体的木板都被踹断了一块。
民警赶紧上前拦阻，结果一名
交警被咬了手，另一名交警肚
子上挨了两脚。

最后，在多名民警强制
下，医务人员抽取了男子的血

液样本，但无法对其做询问笔
录。

民警向丰田轿车上的女
车主询问情况，女子称自己也
姓李，槐荫区人，大闹警队的
男子是她的父亲，的确喝了
酒，但事发时并没有开车，她
才是驾驶员。

酒醒后道歉

又积极赔偿

据李女士向警方讲述，当
天晚上，她得知父亲喝了酒，
就驾车出来接他回家。没想
到，途中发生了剐蹭事故。她
知道父亲喝酒后控制不住情
绪爱惹事，所以在发生事故后
没有立即停车，而是往前开了
二三十米停到路边，才下来找
李先生协商赔偿问题。担心父

亲惹事，下车前她还特意锁了
车，没想到的是她父亲还是从
副驾驶挪到了驾驶座，不停地
摁喇叭要求下车，最终发生了
这场闹剧。

槐荫交警调取丰田轿车
行驶路线的沿途监控，走访目
击者，证实了李女士的说法，
其父亲李某在事发时确实没
有开车，因此虽然他血液检测
结果达到醉酒标准，却并不存
在酒驾违法行为。但是，李某
依然不能逃脱法律的制裁，他
的行为已经涉嫌妨碍执行公
务，要依法处以15日以下行政
拘留的处罚。

酒醒后，李某来到交警中
队，不停地向交警道歉，并一
再表示要赔偿被打民警。对李
先生，李某也积极赔偿，本来
千元左右的车损，李某一次就
拿出了6000元赔偿金。

本报济南2月21日讯（记者 韩
笑 通讯员 严文达 任浩林）
记者从山东省财政厅获悉，2016年
山东省财政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
安排专项资金47 . 76亿元，多方位保
障老年人基本生活，积极应对山东
省人口老龄化趋势。

其中，安排31 . 34亿元，保障城
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安排10亿元，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事业；
安排3亿元，落实离休干部“两费”保
障机制；安排3 . 28亿元，支持各地落
实80周岁以上低保老年人生活补
贴、农村五保供养、困难家庭失能
半失能老年人养老护理补贴等政
策，保障特殊困难老年人基本生
活；安排百岁老人长寿补贴1361万
元，预计将有5000多名百岁寿星喜
获补助。

47 . 76亿元保障

老年人基本生活

我省海运邮件

可快速通达韩国

本报济南2月21日讯（记者 李
虎） 记者近日从山东省邮政速递
物流有限公司获悉，与韩国邮政合
作推出的到韩国路向的海运邮件
跨境电商物品物流业务，3月1日正
式运行，通达范围为韩国全境。该
业务满足了中韩贸易间的海运邮
件及跨境电商物品发运需求。

山东省邮政速递物流有限公
司国际业务分公司总经理高波告
诉记者，算上海运运价和港口操作
费用，相比由空运进口的韩国跨境
电商产品，海运将节省五分之四的
物流成本，跨境电商物品从韩国到
威海港只需14小时。

记者了解到，海运EMS2000g物
品仅需40元人民币。计算方式为：
1000g以内：按照20元/件+1 . 4元/
100g计费，即起重100g为21 . 4元，每
续重100g1 . 4元。1000g及以上：起重1

公斤34元，每续重1公斤6元。山东省
区域内发货仅需3—7个工作日。该
业务的开通，为中韩跨境电商交易
中曾受航空管制限制的电子、仪
表、化工、酒类等产品提供了新的
出口渠道。

山东邮政速递物流公司将利
用济南、青岛、烟台、威海邮政口岸
强大的渠道资源、便利的通关政
策，通过提供一揽子的清关、退税、
运输、寄递等质高价优的服务，实
现我省跨境电商产业持续、健康发
展，并将山东打造成为全国跨境电
商重要口岸。

汽车美容中心

付之一炬

济南历城的张先生在坝
王路附近经营着一家汽车美
容中心。1月初，他发现烤漆房
风机坏了。于是，张先生就联
系了烤漆房的维修人员王亮。
王亮将损坏的风机拆下维修
后，2月17日上午带回张先生
店里安装。

“为了固定好风机，他用
电焊将风机外面原先锯下的
角铁重新焊接上。”2月19日，
张先生说，谁想焊接完，当他
带着王亮去别处更换防尘岩

棉时，突然发现烤漆房的墙壁
冒出黑烟，继而火势蔓延开
来。

张先生拨打了119，但因
火势猛烈，他的汽车美容中心
还是被付之一炬。“整个过火
面积90平方米，直接经济损失
5万余元。”历城公安消防大队
参谋崔子政说。

违规电焊作业

引燃泡沫夹芯板

事后，张先生告诉民警：
当 时 王 亮 在 烤 漆 房 焊 接 完
后，他们并未发现“有火有烟
有味儿”，“如果有的话，我们

也不可能离开啊！”可是，历
城公安消防大队的工作人员
详细调查后发现，起火点位
于烤漆房风机下方，而烤漆
房的墙壁是用易燃的泡沫夹
芯板制成的。

“大火因王亮电焊作业引
起。”历城公安消防大队参谋
崔子政告诉记者。原来，王亮
在电焊作业时，落下的电火花
以及电焊余热不慎将夹芯板
内的易燃泡沫引燃。民警进一
步调查发现，王亮并未持有电
焊特种行业上岗证。

对此，王亮的解释是：自
己并非专业焊接人员，“安装
完风机后，只是顺手帮忙而
已。”

本想帮忙

却帮了倒忙

由于违规使用电焊机引
起火灾，王亮被历城警方依法
行政拘留十日，他也成为2016
年省城首个因火灾被拘留的。
2月19日，记者在济南市拘留
所见到了王亮。

“这是我2016年接的第一
单活儿，没想到……”面对记
者，王亮懊恼不已：本来自己
只是维修、安装风机，而顺手

“帮忙”焊接却把自己送进了
班房，如今元宵节也没法与家
人一起过了。

2月19日，在济南市
拘留所，外地来济打工的
王亮（化名）懊悔不已。两
天前，不具备电焊操作资
质的他在坝王路附近一
汽车美容中心违规电焊
作业，不慎引发火灾，将
汽车美容中心付之一炬。

本报记者 尉伟

通讯员 柏方朔

两车发生剐蹭，中年男子情绪激动，下车踹对方车辆，交警到场后男子仍又打又闹。民警将其带回交警中
队调查处理，男子踹了一名交警的肚子，咬了一名交警的手，还把讯问室里约束椅的一侧扶手都掰断了。之所
以上演如此闹剧，只是因为男子喝多了酒。

本报记者 张泰来 实习生 徐慧敏

汽车美容中心被烧
毁。 本报记者 尉伟 摄

约束椅一侧扶手被李某掰断。本报记者 张泰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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