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冯正园）

今年疫情期间，不少市民在
居家隔离时，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做出各种美食。其中，很多美食
都离不开一种原料——面粉。但与
此同时，网络上也有网友说，一些面
粉品牌被检测出呕吐毒素超标。近

日，民情实验室就对我县市面上部
分批次的面粉中的呕吐毒素进行了
检测。

呕吐毒素，又称脱氧雪腐镰刀
菌烯醇，是面粉和谷物中检出率最
高的霉菌毒素之一。人畜在摄入被
呕吐毒素污染的食物后，会导致厌
食、呕吐、腹泻、发烧等急性中毒症
状，严重时还会损害造血系统造成
死亡。

因 为 呕 吐 毒 素 常 见 于 面 粉

中 ，所 以 本 次 实 验 工 作 人 员 从
市 面 上 购 买 了 七 个 批 次 的 面
粉，有品牌包装的，也有从菜场
散称的，分别取样后，开始进行
实验。

步骤一：称取25克样品放入三
角瓶中，加入 5 克聚乙二醇和 100
毫升纯净水，混匀后置于控温摇床
中振荡20分钟。静置片刻，待分层
后进行过滤。

步骤二：利用呕吐毒素专用免

疫亲和柱，将过滤完成的样品液进
行进一步的净化处理。

步骤三：将样品液用氮吹仪氮
吹至近干，并用流动相定容到 1 毫
升，完成过滤后进样。

实验结果显示：根据《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中脱氧雪腐镰刀菌
烯醇及其乙酰化衍生物的测定》
GB 5009.111-2016 进行检测，该
7个批次均未检出脱氧雪腐镰刀菌
烯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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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林贤飞
通讯员 汪世祥 方哲圆）

美丽乡村建设、“两山”红利等
不断激发广大干群积极守青山护绿
水。然而有人为了私利，组建运输
队，将外地渣土运到安吉，随意倾
倒。近一年时间，倾倒 4 万余吨渣
土，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最近，这
支夜间作案的疯狂“运输队”终于被
警方一窝端。

追踪取证可疑运输队
遭本田轿车故意阻挠
哪里有大型项目施工，哪里就

会产生渣土。在我县境内，施工方
需要倾倒渣土，可到综合执法局提
出申请，然后经安全堆放和处理后，
一般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到项目建
设后期，施工方还可以将渣土运回
重新利用。

然而，随着周边县市建设的迅
速发展，2016年11月起，出现外地
车队到安吉倾倒建筑垃圾的现象，
当时经过连续 5 个月的专项打击，
查获 5 起违法案件，查扣 48 辆车。
专项打击取得了明显成效，此后两
年无一车外地渣土运到安吉倾倒。

可是，去年五、六月份开始，跨
区域倾倒渣土的违法行为死灰复
燃，综合执法部门先后打击倾倒渣
土案件 6 起，查扣工程运输车 38
辆，并对两名参与联络的违法人员
并案处罚。

今年 3 月起，我县境内又发生
多起工程车辆将外地渣土运到安吉
随意倾倒的事件，对孝丰大竹竿、杭
垓庙岭、递铺街道赵家上村沙场、天
子湖至梅溪公路边等地的生态环
境、道路安全、河道渠道、工作场所
造成不良影响，性质十分恶劣。

赵家上村的沙场经营户称，去
年以来，沙场南北两个场地被上千

吨的渣土覆盖，其中有 2 万多元的
沙料也被渣土覆盖，堆积如山的渣
土严重影响了沙场的工作秩序，南
边的沙场，推土车清理了两天才可
正常运作。“都是晚上乱倒的，也不
知道谁干的，真的很闹心。”经营户
说道。

而那些随便倾倒在路边、沟渠
等地的渣土，雨天，随着水流冲刷入
河；晴天，渣土粉尘随风而起，给已
征用待用土地增加了清理成本。

根据工程车非法倾倒渣土的运
作特点，综合执法局从今年 3 月 9
日开始，组织执法人员在全县 7 个
卡点开展“零点蹲守”行动。

3 月 13 日凌晨 3 点多，执法人
员在 306 省道和白缸线岔口蹲守，
发现多辆满载渣土的工程车，因未
发生倾倒行为，执法人员驾车尾随
跟踪取证。跟踪至大河口村路段，
突然一辆本田轿车采用打方向盘、
刹车等危险方式，故意阻扰执法人
员车辆正常行驶，持续时间约20分
钟，导致 5 辆运输渣土的工程车不
知去向，后本田轿车加速驶离。

在追踪取证工程车非法倾倒渣
土案件中，如此明目张胆妨碍执法人
员执行公务的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

公安部门立案追查
“运输队”全军覆灭
县公安局接到综合执法局报案

后，立即立案侦查。治安大队办案
民警根据本田轿车车牌线索，深入
侦查，不到 10 天便摸清了这支“运
输队”的基本情况，并将主犯王某、
祝某、陈某抓获归案。

据王某、祝某、陈某交代，作案
前，他们发现给杭州一些工地处理
渣土有丰厚利润。但倾倒渣土必须
经过有关部门审批，否则即违法违
规，明知不可为，但他们仍顶风作
案。他们到杭州找施工单位洽谈，
谈好处理每车渣土费用为2500元，
每车重四、五十吨。后由祝某名下
车队和王某、陈某自己购置工程车
共10余辆组成渣土运输队。

为了逃避执法部门打击，他们
为每辆车配备了对讲机，每次作案
前，都会组织人员在相关线路上进
行打探，认为安全后，运输队在晚上
10 点左右赴杭州工地装载渣土。
凌晨两三点钟，运输队行至余杭与
安吉交界处，前方有车辆探路。探
路人员若发现前方有执法部门设卡
检查，便通过对讲机呼叫运输队绕
道行驶，或者暂停在偏僻处隐藏，等

执法人员撤离后继续上路。
为了将渣土“安全”倒掉，他们

事先找好中间人刘某、李某、戴某等
人。由他们带运输队司机到倾倒地
点倾倒渣土。

刚开始，刘某、李某、戴某带运
输队将渣土倾倒在自家或亲戚闲置
的土地上，后来无处可堆放，就随意
找空置的地方让运输队倾倒，有时
为了节省介绍费，部分驾驶员也会
随意倾倒。作为中间人，每车可获
得200-400元的好处费，这对这三
名犯罪嫌疑人来说，就是躺着赚钱，
其中刘某在短短十多个月时间里，
非法获得介绍费8万多元。

据初步调查，从去年 6 月至今
年 4 月，该团伙在安吉境内倾倒渣
土共 4 万余吨。对于主犯王某、祝
某、陈某来说，除去司机工资、油费、
中间人介绍费等，每车可获利1500
元，然后根据各自拥有车辆数量和
付出劳动量来分赃。

对运输队来说，一旦被查获，就
意味着损失。因此为了逃避监管，
工程车驾驶员常常故意遮挡车牌、
闯红灯等，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目前，包括组织者、中间人、运
输司机在内的共 11 名犯罪嫌疑人
已被公安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案件
在进一步处理当中。

绿色是安吉的底色，也是绿水
青山的映衬色，守青山护绿水是公
安民警神圣的使命。办案民警表
示，最近公安局联合综合执法、生态
环保、国土资源等部门对全县进行
走访排摸，发现全县倾倒的各类建
筑垃圾、渣土等预计超过 10 万吨。
而此次打击的仅仅是第一个作案团
伙，还有其他作案团伙或个体有待
进一步深挖，一旦查实，坚决打击。
同时也欢迎广大市民举报随意倾倒
渣土的违法行为。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林贤飞
通讯员 卢云鹏）

5 月 19 日下午 2 点 40 分左
右，235国道与霞大线岔口附近路
段发生两车追尾事故，导致后方车
中一名男乘员双脚被卡。

接到报警后，交警、消防、120
急救中心立即组织人员赶赴现场
救援。

在事故现场，后方集装箱货
车车头已严重变形扭曲，挡风玻
璃也被撞碎。救援人员发现，副
驾驶的男乘员整条左腿被牢牢
卡住。

根据现场情况，一名消防员从
破损的前挡风玻璃处进入驾驶室
内实施营救，另外两名消防员使用
液压工具对变形的车门进行破

拆。破拆成功后，救援人员又将车
内的障碍物及时清理，然后通过扩
张营救被困人员。

随着扩张器不断扩大救援空
间，最后成功将被困者救出，由一
名消防员将其背到路边安全地带，
幸好被困人员伤势不重。

交警在事故现场调查了解到，
当时前方有一辆半挂车，因红灯提
前减速行驶，但后方集装箱货车车
速较快，且与前车车距过近，等他
发现危险向左打方向避让时，为时
已晚，车头右侧还是追撞了前车。
货车副驾驶室一侧凹陷进去，导致
随车男子脚被卡住。

交警提醒，遇弯道、前方有岔
口时，要提前减速行驶，并与前方
车辆保持安全车距，防止追尾事故
发生。

“特别感谢你们救了我，我原
来还以为活不过这次了……”死里
逃生后的小罗带着庆幸，由衷地向
县人民医院呼吸内科的医护人员
们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这个病已经十年了，吐血也
不是一次两次，但像这次这么严
重的，还是头一回。”原来，小罗
身患支气管扩张多年，这次突
发大咯血入住县人民医院感染
呼 吸 内 科 ，当 时 小 罗 面 色 苍
白。通过了解，原来小罗在家
连 续 两 次 大 咯 血 ，量 约 300 毫
升，伴大量血块，当时家人都被
吓傻了。入院肺部 CT 提示：两
肺支气管扩张伴感染，右中间
支气管内大量血块，有窒息风
险。所以，止血、防止窒息是关
键，但经多种内科药物止血治
疗后，出血情况未出现明显好转
迹象。小罗虚弱的身体状况，时
刻揪着医护人员的心。

住院期间，在王刚、黄志辉 2
位科主任的支持下，主管医师周
敏组织治疗团队，经过缜密的多
学科讨论分析和全面安排布置，
在与患者及家属充分沟通后，决
定为小罗开展急诊支气管动脉栓
塞术。

近日，在介入中心史本功副主
任医师带领的团队配合下，开始了
这场安吉县首例支气管动脉栓塞
术。本次手术行的是右股动脉
selding 改良法穿刺法，术中发现
右侧支气管动脉增粗，迂曲，透视
监视下置入微球 1 支进行栓塞至
血流缓慢，分别在中、下肺支气管
动脉内置入 4mm 弹簧钢圈各一
枚。术中患者无异常状况发生，2
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

术后，患者小罗未再发咯血，
身体状况也一天比一天好，目前已
经出院。

（健康安吉）

面粉中，呕吐毒素超标吗？
所检七批次面粉均未检出

杭州渣土运到安吉随意倾倒，近一年时间倾倒4万余吨——

疯狂“运输队”倾覆记

两车追尾 一人被困
交警提醒：弯道减速，安全驾驶

小伙家中大量咯血
妙手仁心化险为夷

安吉城西水厂
出厂水水质

检测指标 检测值 国家标准

浊度（NTU） 0.08 ≤1.0

余氯（mg/L） 0.58 ≥0.30

水 质 报 告《安吉新闻》报

广告热线：
0572-5895588

投递回访热线：
0572-5687009

为您提供权威实用的资讯

0572-5895588
刊登热线：当日接稿

次日刊登

信息
动车

给您搭建有效发布的平台

广告

关于对天荒坪路（石佛路至古鄣路段）
实施交通管制的公告

因天荒坪路道路拓宽施工需要为确保工程顺利
实施，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的有关规定，
决定对天荒坪路（石佛路至古鄣路段）部分路段实施
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管制时间；
2020年5月12日至2020年9月30日
二、管制道路和管制措施；
天荒坪路（石佛路至古鄣路）段施工区域封闭施

工。
受交通管制影响的单位和市民请提前安排好工

作和生活，选择好出行路线。按照现场的交通标志
和管理人员的指挥，请自觉遵照执行。

请社会各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
特此公告

浙江省安吉县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安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0年5月12日

因项目建设需要，凡在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坟墓需搬迁，现将迁坟有关事宜通告如下：
一、迁坟范围
孝源街道孝源村汪塘自然村区块（东至维学街 ；南至祥真路；西至通乌泥坑老公路、北至北望路）已

征土地范围内的所有坟墓。
二、搬迁时间
请涉及上述迁坟范围的坟墓之主，务必于2020年6月30日前自行迁移完毕。
三、逾期未迁移的视为无主坟墓处理。
四、联系人：张方国 电话：13505825508
特此公告

安吉县人民政府孝源街道办事处
2020年5月14日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