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 福建连江县黄岐镇一名
家境贫寒" 年过半百的老单身汉在
离岸边不远处的海上! 捡到一条昏
死过去的!#$斤大鱼! 卖给鱼贩!得
钱%$$万元# 黄唇鱼全身都可入药!

具有重要的医用价值和经济价值$

尤其是鱼膘!!" "#$ #$非常珍
贵!素有%贵如黄金&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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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一张在网络上广泛流传
的图片显示! 湖南省株洲市一栋巨
大的商业楼楼顶上矗立着&幢蓝瓦
白墙的%别墅&$ 楼顶建别墅是否违
规'!#日!株洲市规划局回应称(%这
部分楼顶建筑和整个项目都履行了
相关审批手续!是合法建筑$ &

株洲市规划局表示!因市场规
模较大!物业管理人员有!#$多人!

都挤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地方办公!

楼顶&处建筑是作物业管理工作用
房安排的$ %至于这部分建筑物有
点像)别墅*!是因为开发商对建筑
外形进行了美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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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新州镇
新州村! 村民邓伟家大门口今年"月
份突然建起了一座新坟$ (月!#日!邓
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几个月来!已
就此事与墓主家属进行多次沟通!并
向有关部门多次反映!但一直没有得
到解决$ 邓伟称!墓主的哥哥为正安
县交通运输局领导$

邓伟告诉记者!自家位于新州村
的老房子是一栋老木房! 在土改时
期!房子被划分出去三分之一!由另
外两家人所有$房屋门前的空地属三
家共同所有!房前新建坟墓的墓主是
同住这栋房子的冯家$

%这座坟墓就在家门口! 离家里
的客厅也就几步之隔!每天从这座墓
前经过时!心里总觉得堵的慌!已经
影响了我们另外两家的正常的生活

了$ &邓伟告诉记者!这座坟墓已经成
为横在两家人心中的一道坎$

%这件事情! 我们已经向镇上和
县有关部门反映过!但是镇上和县里
相互推诿!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邓伟
告诉记者(%墓主的哥哥是县交通运
输局的一位领导!这座墓的设计和施
工都是他全程在负责$ 至始至终!他
没有出面说过一句话$ &

%在门口安葬死者! 首先违反了
我国的殡葬管理办法!我国有着明确
的殡葬管理办法! 一般要求采取火
葬! 有些地方的农村仍采取土葬!但
也应安葬到政府统一规划的墓地中
去!不可随意安葬$ &贵州财经大学法
学院副院长周剑云告诉记者(%另一
方面! 这种做法还侵犯了相邻权!我
国法律规定任何个人在自己的土地

上行使权利时!不能影响到相邻的其
他人行使使用权$这栋房子前面的空
地为三家所有!即使是另外两家同意
了!在此安葬死者!也是侵犯了相邻
权的$ &

据了解!目前此事已引起来正安
县政府高度重视$ 邓伟告诉记者!!#

日正安县政府已安排当事双方协商
解决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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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
发布会上! 上海发改委副主任周亚
就市民关心的 %上海向国家发改委
建议在机场以外开环球免税店&一
事做出回应! 表示希望建议获得国
家的支持$

周亚表示!此建议能否被国家有
关部门批准%还存在许多未知&!但上
海的环球免税店一定与海南的%机场
离岛免税店&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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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酷热潮闷的%三伏
天&就要谢幕$专家提醒说!出伏后!天
气不会就此凉爽下来!%秋老虎& 还会
格外活跃! 公众应密切关注天气预
报!继续注意防暑$

)月!(日是今年入伏第一天!今
年的%三伏天&为%$天!比去年少!$天$

(月!*日上午!浙江温岭箬横镇
东海塘东浦段附近的河面上漂着一
位年轻女子$

女子仰面躺在河里! 半个脸露
在水面上!双眼紧闭!双手搭着自己
的肚子$ 有人紧张地向派出所报警!

称发现一具女尸! 在河面躺了有半
小时了$ !$分钟后!救援人员赶到现
场!民警下水准备将她带上岸!却意
外发现%有体温!还活着&$

这名女子!姓张!因为上午和丈
夫闹了矛盾! 一气之下吃了*$多颗
感冒药之后独自一人出门了! 一路

上昏昏沉沉$

直到!"日下午记者电话联系张
女士时!她依然记不清楚自己是如何
走到河边的$ %我只记得在水里被呛
了一下!后来就睡着了$ &张女士并
不会游泳! 在河里&$分钟却安然酣
睡!她自己也觉得奇怪$

国家游泳救生高级考评员- 游泳
救生国际级裁判华民表示! 人的游泳
能力绝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学习的$

尽管人在母体内时! 周围就是羊
水!但这和游泳并没有直接关系$人在
浅水中有嬉水"玩水的天性!但是一旦
水面没过胸部! 一般来说人会自然地
产生一种恐惧感!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华民推测!这位女子在大脑混乱
中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落水了!所以身
体状态应该非常放松$ 恰好她保持
了一个仰面平躺姿势! 呼吸均匀平
稳!不易下沉$另外!一般来说脂肪厚
的人自身浮力大$ 据民警证实!这位
张女士确实体态相对丰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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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农产品农药残
留问题不断产生纷争$此前的%立顿&茶
叶农药风波!%药袋&苹果事件等!暴露
出农产品加工业的一些共性问题$频繁
发生的食品安全标准之争!暴露出我国
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的标准质量不高"滞
后的问题$

专家认为!葡萄酒行业出现的问题
是我国食品行业中存在诸多问题的一
个缩影$ %如果一个行业的相关标准公
正"明确!其他人就难以找出该行业存
在的漏洞!更不会在社会上引起莫名恐
慌$ &有关专家说$

中国酒业协会葡萄酒分会秘书长
王祖明表示!葡萄酒中农药残留单列标
准应及时制定!不应缺失$ 国家质检总
局食品生产监督司副司长毕玉安表示(

%国家正在对食品安全标准不断完善$

建议相关部门及行业协会抓紧制定我
国葡萄酒农药残留标准!并加强对农药
使用的监管!使行业发展更加规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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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定前居然和)丈母娘*结婚
了&!前段时间!四川省宜宾市翠屏
区赵场镇长江村黄金 组的村民都
在议论本村的一件%稀奇事&$ 之后
尹定前又和%丈母娘&闪电离婚!并
和前妻复婚了!让人云里雾里$

原来! 尹定前是翠屏区长江村黄
金 人$ *$!$年!尹定前获悉黄金 组
由于宜宾市政府建设临港经济开发区
需要!将面临征地拆迁$ 一般补偿均是
按照人头计算! 给予支付拆迁费和缴
纳养老保险费补偿$ 妻子李家春是外
来媳妇!家中老母亲已经))岁$ 为了让
丈母娘每月领取固定的养老金! 两人
想出一个%天衣无缝&的离婚"结婚"离
婚"复婚计划$*$!*年"月!翠屏区政府
开展清查打击活动$ 迫于压力!日前!

尹定前向公安机关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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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某杂志将国内三家葡萄
酒企业的!$款产品送经国家食品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 结果显示!各
款葡萄酒均检出多菌灵或甲霜灵农
药残留$ 其中!张裕葡萄酒农药残留
值最高$ 由于上述农药具有导致肝
癌的风险! 并且多菌灵为美国禁用
的农药品种! 因此这一消息在市场
上引起了震动$

此后中国酒业协会及张裕集团
回应! 之前送检的!$款国产葡萄酒
农药含量均极其微量! 农残量远低
于欧盟葡萄酒及国家食品的标准!

不会对人体健康构成任何影响$

在这份由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中记者看
到! 此次检测共包括控制葡萄霉菌
性病的多菌灵及甲霜灵等!$项农药

检测指标$ 其中!只有多菌灵及甲霜
灵被检测出微量含有! 而敌百虫等
其余(项指标均显示%未检出&$

张裕集团表示! 按照此次检测
结果中杀菌剂含量计算! 相当于每
天喝!*%瓶葡萄酒!也不会对身体造
成危害$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
究员严卫星说(%无论国内还是国
际! 在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会使用
农药!这是现代化农业的需要$ 农药
残留只要在标准允许范围之内!不
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

记者到京城走访!发现张裕等国
产品牌葡萄酒开始搞促销!有的%买一
送一&!然而市场反应冷淡$ 北京市民
周树新表示(%还是希望主管部门对红
酒标准有个明确说法!才敢放心买$ &

记者调查发现!我国当前并没
有单列葡萄酒国标!而是参照国家
食品的通用标准$ 业内专家指出!

葡萄酒标准的重要参照值!就是葡
萄的农药残留指标$

记者从卫生部食品安全与卫生
监督局了解到!国家批准使用的农药
多菌灵与甲霜灵广泛使用于谷类"蔬
菜"水果等农产品$目前!我国葡萄酒
行业参照国家+,*)#% .食品中农药
最大残留限量/中的标准以及欧盟的
葡萄酒限量标准执行!其中国标规定
多菌灵和甲霜灵最大残留限量分别
为%-.!/.和!-.!/.$

然而!在农业等部门制订的水
果 +包含葡萄,%$种农药的限量标
准中!规定的农药残留种类和农药
含量与%国标&有差别$ 其中!涉及

葡萄农药残留的.无公害食品000

落叶浆果类果品农药残留标准/规
定!多菌灵和甲霜灵最大残留限量
分别为$0"-.!/.和!-.!/.$

这表明!当前国家对于葡萄农
药残留的标准存在重叠现象$ 按照
现有规定!相关行业和企业参照卫
生部制订的%国标&$ 然而!农业部
门的标准也未被废止$ 但两者关于
多菌灵和甲霜灵等最大残留值的
规定差距明显!%就低不就高&的标
准!也让消费者心生忧虑$

朱林等专家表示!目前我国还
没有专门针对葡萄酒的农药残留
标准$ 相比之下!欧盟-美国和日本
都早已制定了严格的葡萄酒行业
标准!他们有关葡萄与葡萄酒的农
药残留限量标准达!%*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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