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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张燕

本报讯 最近几天$春风一直吹拂着周口

大地$ 它似乎想唤醒深藏在城市某个角落里

的绿色# 不过$春风夹裹着凉意$市民要小心

着凉#

进入
&

月$阳光普照$许多市民纷纷走出

家门踏青赏春# 不过$出门要小心着凉$因为

春风还不是很 !淡定"$

!

级左右的它夹裹着

凉意近日频频光临我市# 你看$那树枝%那小

草%那鲜花在风中都有些!瑟瑟发抖"#

市气象台提醒市民$目前$我市昼夜温差

仍在
"#!

以上$早晚出行仍会让人感觉有些

冷# !进入春季$出现凉风是正常的# "市气象

台专家介绍$春季冷空气活动频繁$最近几天

的风就是受冷空气影响产生的#

据了解$本周未来几天晴朗无雨%微风阵

阵$市民可趁此机会出外游玩# 不过$要谨防

着凉# 线索提供 任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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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远在上海大学的马浩芳的生

日!你的家人祝你天天开心!学习更上一

层楼"

李逸扬对六一路小学四一班李倩老

师# 孙玉霞老师和全体同学的关心表示

感谢!并祝你们天天开心!永远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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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牛思光

本报讯 !最近我的电动三轮车已经被运

管扣两次了$他们说我是非法营运$我想咨询

一下电动三轮车的营运证到哪里能办& "近

日$市民石先生向记者求助#

石先生说$他经营了一个小超市$平时拉

货用的是一辆电动三轮车# 最近一段时间$他

用电动三轮车拉货时被运管执法人员查扣了

两次# 为此$石先生就想办营运证#

就此问题$ 记者昨日咨询了市运管处#

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 $周口中心城区不允

许电动三轮车营运 $依据是 '周口市中心城

区春季市容环境专项整治百日行动实施方

案(# !长期以来$非法营运的电动三轮车一

直是中心城区交通的顽疾$这些电动三轮车

严重影响正常交通秩序 $ 干扰市民安全出

行# 特别是在车多路窄%交通拥挤的情况下$

这些电动三轮抢占道路资源$给交通增加了

沉重的负担"#

这位负责人还说$ 部分非法营运的电动

三轮车是拼装车辆$存在车体承载重量超标%

制动性能差等问题# 同时$非法营运的电动三

轮车的驾驶员大多未经过交通安全法律%法

规的学习和培训$对交通法规知之甚少# 这些

都是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 另外$由于非法营

运的电动三轮车没有办理机动车辆保险和交

强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车主或驾驶人往往

没有理赔能力# !所以$周口中心城区不允许

电动三轮车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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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徐松

本报讯 近日$一条!手机拍摄条形码能打

开存包柜" 的信息在网上疯传$ 很快波及周

口# 昨日$记者从市区几家大超市了解到$最

近到超市验证这条信息的人很多$ 他们每天

都要换好几包打印纸# 超市工作人员在证实

这条信息真实性的同时$ 也提醒逛超市的市

民)小心保管自己的存包柜条形码$避免被人

偷拍#

昨日$ 记者在市区七一中路某超市准备

验证这条信息的真实性时$ 一旁的超市工作

人员就告诉记者)!不用试了$能打开$这几天

来验证的人太多了# 我们每天都要换好几包

打印纸# "

记者在市区中州大道% 八一大道上的几

家超市进行随机采访后了解到$ 许多市民都

知道这条信息$ 一些年轻人还表示已经验证

过# !不过手机必须是
9##

万像素以上的$不

然条形码拍摄不清晰$打不开# "一位年轻人

告诉记者#

手机拍摄的条形码为什么能打开存包

柜& 一家超市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已经

向存包柜生产厂家进行了咨询$!厂家解释$

条形码属于一维码$一维码并未加密$安全性

相对较低# 只要条形码完整$激光扫描一下一

般就能读取$手机或相机都可以扫描成功# 存

包柜的扫描仪是根据条形码上的黑白大小以

及黑白间隔不同所形成的不同反射信号来识

别$所以不论是打印纸还是电子照片$只要角

度和方向准确$都能打开存包柜"#

那么$超市的存包柜还安全吗& 关于这一

点$超市工作人员介绍$存包柜每一次吐出的

条形码都是唯一的$市民只需保存好条形码$

不被完整清晰地拍摄就行#

!偷拍条形码的难度很大# "超市工作人

员说$偷拍者需要仔细对焦拍摄$还要按照一

比一的比例调整照片才能打开存包柜# !我们

超市目前还没有出现一起这样的偷盗现象"#

1234567896:;<=>

!"" !"#$%&'()*+,-./01234

!

晚报记者 朱东一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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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超市用胶带捆扎蔬菜$胶带是否

含有害物质& "昨日$家住周口市区七一西路

的韩女士向记者反映$!如果胶带含有害物质

的话$蔬菜会不会被污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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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随后走访市区一些超市发现$ 正如

韩女士所说$ 不少超市里的叶类蔬菜都用胶

带捆扎#

!蔬菜用胶带捆扎$拿的时候确实很方便$

但是一些蔬菜会粘上胶$很难洗掉# "一位正在

某超市蔬菜区挑选蔬菜的市民告诉记者$!我听

说胶带里含有害物质$所以每次买完菜回家都

要洗好几遍$我觉得超市应该用绳子捆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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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为何使用胶带捆扎蔬菜呢& 一家超

市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果不捆扎$ 买菜

的人挑挑拣拣后会导致蔬菜失去*卖相+# 我

们捆扎后打好价格$不仅可以避免这一点$还

方便市民购买# "

用胶带捆扎蔬菜会不会造成蔬菜污染&

对于这个问题$ 这位工作人员说)!没那么多

讲究$回去一洗就干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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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胶带黏合剂含有甲醛%甲苯之类

的有害物质$蔬菜粘上后很难洗掉$长期食用

很可能对身体造成影响#

相关专业人士介绍$ 胶带黏合剂分为水

性和油性两种$主要成分都是聚丙烯酸酯# 该

物质本身不会渗透进蔬菜$ 但生产过程中因

化学反应不充分产生的一些小分子低聚物可

能会渗入蔬菜# 如果长期摄入这种物质会加

重肾脏负担$影响身体健康# 因此$市民购买

胶带捆扎的蔬菜后$一定要多浸泡蔬菜$实在

洗不掉胶的话$就把粘有胶的菜切掉#

23?@AB9CDEFGHIJ

!

晚报记者 彭慧

本报讯 昨日下午$ 周口市区中原国际商

贸城附近人行道上$ 一个商家私自搭设的破

旧洗车棚被小桥办事处工作人员推倒# 眼下$

周口中心城区正在开展春季市容环境专项整

治!百日行动"$在各办事处的牵头下$整治市

容市貌脏乱被放在了首位#

!这儿不能随地乱倒垃圾# "

&

月
"#

日中午$

小桥办事处工作人员正在太清路上清运垃圾

时$!逮住"了几辆欲倒垃圾的车辆# 太清路一

直是各类垃圾倾倒的!重灾区"$!百日行动"开

始后$小桥办事处筹资租来铲车和货车$足足

清运了
"##

多车垃圾$才彻底恢复道路的整洁#

小桥办事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他们已和

辖区内的沿街商铺签订了!五包"责任书$重

点整治了北花园农贸市场的环境和卫生$拆

除了沿街的违章建筑和雨篷雨搭等$!中原国

际商贸城附近人行道上的七八十个建材广告

牌也已全部拆除# "这位负责人说$!我们将巩

固整治成果$避免出现反弹# 同时$我们也希

望辖区居民能自觉维护身边的环境# "

线索提供 贾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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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张志新

本报讯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想通过吃一

些保健品来保持自己的健康#不过$买保健品

也要看清真假#昨日$记者从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获悉$近日省药监局发布消息$称!减

肥胶囊" 等
"#

种产品检出化学药物成分$为

假冒保健品$市民购买要认清#

这
"#

种假冒保健品是)减肥胶囊%一洲

牌西洋参胶囊%鸿升牌上园红胶囊%翘牌土龙

胶囊%素伊牌参苓胶囊%精昂牌茸参胶囊%思

达牌减肥胶囊%轻身宝减肥片%福宇鑫牌天力

胶囊%苗特葛灵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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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带捆扎的大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