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洋商务会所所在辖区归郑州市北林路
办事处管理!下午

!

时许!办事处负责人向商
报记者出示了一份情况说明"

说明中称!#

"#

月
$

日
%!

$

&'

! 大洋商务会所
外部西侧装修!起火原因初步断定是装修工人
操作不当引起% 火势从外部西侧安全出口一楼
烧到四楼顶部!火势初期会所里的所有人员就
已疏散到外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

此外! 北林路办事处负责安全的副主任
魏虹表示!着火面积大约

('

平方米!由于会所

楼体西侧外接部分与楼体主体封闭着! 火势
没有进一步蔓延%

# 大洋商务会所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现正
处于整改期% &魏虹说!之前经排查!该会所

# 灭火器数量不够&'( 安全制度不完善&'( 外
部装修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因此办事处早
在
%%

月
&'

日就给大洋商务会所下发了整改通
知书!限其在

%$

月
%%

日前整改完毕%

据魏虹透露!失火后!大洋商务会所和施
工负责人已被带往派出所接受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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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到街上买水果!看到有个卖橙子的
小贩!嘴里喊着!一块钱一斤!不甜不要钱)*

!""#1!"#$%&'()

./1

我一看怪便宜!橙子的颜色也不错!就
和女朋友一起挑了点%

!""#1*+,)

./1

刚要把橙子放秤上的当口!我随口问
了句!你这秤得给够啊!家里有电子秤!我回去要
复秤的%

./1

结果卖橙子的立马不干了!她嚷嚷说!

要是给够秤!就得两块钱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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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当时就大吃一惊!原来他们平时一
斤只给半斤的秤! 还成潜规则了! 实在太猖狂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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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原来称过!像我住的庙李这样的城
中村!一般卖水果的一斤还能给八两!现在可是
愈发缺斤短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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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蒙牛乳业集团和君
乐宝乳业在京召开战略合作新闻
发布会! 标志着中国乳业第一品
牌与酸奶市场第四品牌的合作拉
开序幕$ 蒙牛将投资

!)*+$

亿元持
有君乐宝乳业

,%-

股权%合作后的
君乐宝经营层维持不变 !( 君乐

宝&将作为独立品牌运作%

蒙牛杨文俊总裁透露 ! 未来
五年! 蒙牛的目标是进入世界乳
业

%'

强 ! 年营收达到
,''

亿元 !而
君乐宝的营业目标也将较现在至
少翻一番! 定位于

&'

亿
.!'

亿元 %

杨文俊表示!这次合作可谓行业 '

消费者与产业链的( 三赢&%

合作后 ! 蒙牛的酸奶市场份额
将 达 到

&'-

以 上 % 数 据 显 示 !

$''*.$''+

年蒙牛酸奶复合增长率
为

$/)&-

!

$'%'

年上半年同比增长率
达到

&')&-

% 君乐宝在其年营业额
%$)*

亿中!高达
(!-

的业绩来源于酸
奶%

内蒙古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
程学院院长靳烨认为 $( 此次合作 !

双方科研实力与经验方面的共享互
补! 将会推动低温乳品在菌种的研
发和应用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 相
信合作! 对于强化具有高附加值的
低温乳品' 提升中国乳业的国际竞
争力能够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

合作后 ! 君乐宝将借助蒙牛在
奶源'研发'质量管控以及营销渠道
等方面的优势 !加快实现( 君乐宝 &

由区域强势品牌向全国品牌迈进%

'

蒙牛'君乐宝做强中国乳业

河南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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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出炉.

- 值班日志. ]^_?`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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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橙子遭遇雷人摊贩

要是给够秤
就得贵一些

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被责令整改的会所
不听招呼!继续装修时失火
*+,-Ö.g/0123=4�%R�5.5à6 789:�;<=>

市民$会所# 加高'加宽&为何没人管/ 整改期间为何还在装修/

昨日 !郑州市
花园路与北环交
叉口东南角的大
洋商务会所西侧
简易房失火%有目
击者称!火从一楼
蔓延至四楼 % 据
北林路办事处负
责人称 ! 失火原
因为装修工人操
作不当%

昨日下午
&

时许!事发地点附近的北环立
交桥下聚集了大量车辆% 距离失火的大洋商
务会所

,''

米外!就能看到天空中的黑烟%

该会所共有四层楼!楼体旁搭着铁架子!

正在装修% 失火点位于西侧房屋一楼!火已被
消防队员扑灭!灰黄色墙壁已被烧成了黑色%

紧邻会所西侧有一间小房屋!失火时!窦

老先生就坐在屋里% 据他回忆!失火时!他所
在的门卫室与失火点不到

%'

米的距离!看到火
光后!他急忙从屋里跑到了空地上拨打了

%%+

%

# 火是从一楼开始烧起来的! 之后向上
烧!一直烧到了四楼楼顶% &窦老先生说!当时
风很大!火烧得很快% 没过多久!几辆消防车
赶到现场!消防官兵用了半个小时灭火%

令人奇怪的是! 着火的四个房间均位于
会所主楼的最西侧! 相邻的其他房间均未受
到火灾影响%

转到会所后面!记者发现!楼体最西侧的
竖排房屋颜色发白! 与楼体的灰黄色明显不
同% 附近居民称!竖排房屋是会所加盖的简易
房% 楼体的第四层也同样为简易房%

# 简易房跟石墙比! 耐火程度肯定差远
了!能不着火吗/ &市民王先生说!会所加盖简
易房符合相关消防规定吗/ 为何没人管/

窦老先生表示!之前!该会所一直在装修!

两天前会所又在西侧简易房旁边搭了铁架子
继续装修! 他曾看到有工人在上面使用电焊!

火灾很有可能是电焊引起的%

klmnopqrstuvw

整改期间 ! 为何大楼还在
装修/

昨晚
+

时!魏虹表示!办事处
之前不知道这是加盖的简易房!

因为从正面看!楼体的装修是一
样的% 如果不是这次失火!就看
不到0而且!就算看到了!因没有
执法权!也只能下整改通知书%

随后! 记者再次求证时!办
事处负责安监的徐主任表示 !

# 外部装修不具备安全生产条
件&就是指加盖的简易房% 在前
期的检查中!发现简易房使用的
铁皮板里面加的是泡沫!不符合
安全生产标准% 此次火灾后!办
事处准备联合消防' 派出所'执
法队等部门进行综合执法!对该
会所进行处理%

同时!他透露!会所已被停
业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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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法桐的来信
请别把我身上的洞
当成# 烟灰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