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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穗市监）

昨日，记者从广州市市场监管局

获悉， 近期对13大类食品进行了监督抽

检，实物质量不合格样品18批次。 其中，广

州友谊商店销售的标示为东莞市福地饮

用水有限公司2018年7月25日生产、 规格

为528毫升/瓶的水艺术饮用纯净水，三氯

甲烷检出值超标。

近期，广州市市场监管局对市内生产

经营的13大类食品

（糕点，食用农产品，饮

料，蔬菜制品 ，水产制品 ，餐饮食品类 ，酒

类，食用盐，方便食品，罐头，乳制品专项，

水果制品，粮食加工品）

进行监督抽检，共

1024批次。 其中，抽检项目合格样品1006

批次，实物质量不合格样品18批次。 抽检

的酒类、食用盐、方便食品、罐头、乳制品，

水果制品、粮食加工品全部合格。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要求相关区市

场监管部门及时对不合格食品及其生产

经营者进行调查处理，责令企业查清产品

流向，召回不合格产品，并分析原因进行

整改；要求经营单位对不合格食品立即采

取下架等措施，控制风险，并依法予以查

处。 据悉，消费者在市场上发现公告所列

的不合格食品时，可拨打食品安全举报投

诉电话12345。

信息时报讯（记者 罗阳辉 通讯

员 刘海弘 岑柏瀚）

9月3日，记者从

广州白云警方获悉，8月29日， 广州

白云警方利用“智慧新警务”智能平

台预警和信息研判，短短一夜间，主

动发现并抓获在逃人员4名。

17时30分许，涉嫌组织、领导传

销活动被深圳警方追逃的嫌疑人黄

某出现在太和大源村， 民警遂循线

抓获黄某。经审讯，黄某当天凌晨到

大源探望亲戚， 当日下午外出几小

时便被民警抓获。当晚21时许，涉嫌

诈骗被广州增城警方追逃的嫌疑人

凌某出现在齐富路某酒吧， 后被赶

到的民警现场抓获。当晚21时许，涉

嫌开设赌场罪被白云警方追逃的嫌

疑人黄某出现在白云区江高镇某

KTV，后被赶到现场的民警抓获。 23

时许， 涉嫌赌博犯罪被湖南警方追

逃的周某出现在黄石江夏村， 后被

民警循线抓获。 据了解，周某8月29

日当晚刚刚到黄石街江夏村找朋友

即被抓获。

据了解，今年以来，白云警方利

用警务智能平台， 已主动发现并抓

获在逃人员122名。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焦何结）

近

日，有街坊黄先生向记者报料，称 8

月 24 日晚上，位于天河区建华路的

穗茵园小区内出现了一条疑似银环

蛇的小蛇。但蛇很快不见踪影，此后

住户也并未再见到蛇在小区出没。

黄先生介绍，当天晚上八、九点

左右，业主群里讨论很激烈，因为有

人发现小区楼下出现了一条小蛇，

拍了照片发到群里。 大家怀疑这条

蛇是毒性极高的银环蛇， 但并不确

定。没过多久，蛇就消失了。第二天，

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接到情况反映

后来到穗茵园小区， 但并没有发现

蛇的踪影。

穗茵园小区地处天河软件园

内。 近年来，由于物业管理纠纷，小

区公共区域一直疏于管理。目前，该

小区由楼长牵头， 住户自主管理小

区，发现小区有蛇出没后，住户们自

发组织， 将小区绿化区域的杂草全

部割除了，但也没有找到蛇。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刘俊

通讯员 公新文 公交宣 ）

狂风突袭，马

路围板突然拦路倒下，3名路人被压，危

难艰险处，狂风暴雨中，过往的司机、乘

客、路人，附近的店员、街坊，所有人没

有一丝迟疑， 第一时间上前伸出援手，

合力将围板扶起救人。 这一幕发生在9

月1日下午4点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

中山村茶叶城对出马路。

围板被台风刮倒3人被压

9月3日上午， 倒下的围板已经拆

除，放在路边。 事发时，围板就用螺丝钉

固定在水泥墩上。 据石围塘派出所民警

介绍，一块围板大约有60公斤重，水泥

墩则一个有一吨重，可见当时的风力有

多大。

记者从监控视频上看到，当时狂风

肆虐，芳村大道中山村茶叶城对出马路

上，车辆比较多，路边一米多高的围板

下，有多人在行走。 围板突然从中间开

始倒下，然后像多骨诺米牌一样，整片

围板跟着倒下了。

据目击者称，围板先把一名骑电动

车的市民压倒了，接着又将几位刚下公

交车的街坊压倒，“其中一名老人家反

应很快，将怀中的孙子一扔，扔到了围

板范围外，而她和大孙子就被压在围板

下，还有一名抱着婴儿的妇女也被压到

了。 ”

街坊纷纷抬围板救人

围板倒下后， 公交车车上的乘客、

司机，私家车司机，行人、附近商铺员

工，纷纷上前，合力将围板抬起救人。

事发时， 414路线和57路线公交车

正好在等待交通信号灯。 据414路线梁

灿雄车长回忆， 当时乌云密布， 狂风

猛刮， 似乎要下大暴雨， 路人都慌慌

张张地行走。 马路围板忽然被风刮倒

地， “砰” 的一声将路过的3名路人压

倒， 梁车长见状刹车停稳， 呼吁乘客

一起下车帮忙抬护栏 。 梁师傅说：

“倒下的围板离车很近， 我不敢踩下

去， 因为有个小朋友被压到了， 我怕

对他造成二次伤害。 我就把围板拉起

来， 我的脚能放下去， 然后和其他人

一起将围板推起来。”

随后， 57路线车长和乘客也陆续

冲下来一起抬护栏。 路过的小车司机、

附近的街坊和热心路人也挺身而出，

纷纷伸出援手。 附近茶叶店的陈经理

说， 她看到围板倒下后， 冒着雨冲出

去帮忙。

监控视频显示， 十多秒的时间，

围板被众人合力抬起来。 伤者被扶到

了茶叶店避雨， 随后民警和救护人员

赶到现场， 将3名伤者

（两大人一小

孩）

分别被送往荔湾区人民医院和慈

善医院进治。

据了解，阿婆是只皮外伤，在医院

做了简单治疗后就离开了。 而抱婴的妈

妈大腿骨折，9日3日仍在住院。 2个月的

婴儿因妈妈用身体保护， 身体无大碍。

友谊商店在售“水艺术”饮用水抽检不合格

广州市市场监管局近期抽检，18批次实物样品发现质量不合格

不

合

格

产

品

情

况

（

部

分

）

芳村大道中一排围板被风吹倒压住3名路人，众人自发合力抬起围板

司机乘客路人街坊 都是好样的

白云警方一夜抓获

4名在逃人员

天河一小区

惊现银环蛇？

街坊拍到的小蛇。 受访者供图

糕点不合格

2

批次

广州市龙华食品有限公司2019年1月12日生产、 规格为300克/包的

兴辉隆煎堆

（糯糍类）

，酸价检出值超标。

广州市金之信食品有限公司2019年1月15日生产、规格为280g/包的

戚风蛋糕，大肠菌群5次检出值超标。

食用农产品不合格

7

批次

广州市宏丽黄埔百货有限公司销售的规格为散装称重的猪肉，氯

霉素检出值超过标准规定

（不得检出）

。

广州市番禺区卢培仔食品档销售的规格为散装称重的鳊鱼， 恩诺

沙星、五氯酚酸钠检出值超标。

广州市番禺区卢培仔食品档销售的规格为散装称重的鲫鱼， 氧氟

沙星检出值超标

（不得检出）

。

广州市增城叙祥水产店销售的规格为散装称重的带子， 镉检出值

超标。

广州市越秀区梁龙生食品档销售的规格为散装称重的花甲， 氯霉

素检出值超标

（不得检出）

。

广州市越秀区陈正茂食品档销售的规格为散装称重的黄豆芽，4-

氯苯氧乙酸钠检出值超标

（不得检出）

。

广州市越秀区林军海食品档销售的规格为散装称重的黄豆芽，4-

氯苯氧乙酸钠检出值超标。

饮料不合格

2

批次

白云区京溪佳福多商店销售， 东莞市福地饮用水有限公司2018年7

月27日生产、规格为550ml/瓶的福地饮用纯净水，三氯甲烷检出值超标。

广州友谊商店销售， 东莞市福地饮用水有限公司2018年7月25日生

产、规格为528毫升/瓶的水艺术饮用纯净水，三氯甲烷检出值超标。

众人合力将被吹倒的围板扶起，把被压的

3

人救出。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见习记者 胡瀛斌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