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郫县警方提醒， 刚刚

交房入住的新小区， 易被

不法分子盯上， 业主及物

管都应提高警惕。“对装

修人员，物管应加强管理，

办理相关证件作为进出小

区的凭证！”民警表示，交

房后， 小区的门禁系统就

应立即启用。同时，部分新

房在装修到一定时间后，

就会选择开窗通风换气，

小区物管应特别加强对这

些房屋的巡逻、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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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洗”24套新房 他偷来电线腰上缠

小偷曾是水电工，将偷来的电线缠腰上带出小区，每次能卖六七十元 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刑拘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摄影记者 张士博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来到了电线失

窃的高档小区。 这里的房屋已达到交房

入住的条件，电线被盗的24套房屋中，有

1户已经交房， 案发时尚未开始装修。受

电线失窃影响， 该业主的装修时间也不

得不推迟。

成都商报记者在其中一户被盗房屋

内看到， 工人正在施工复原电线。“重新

铺设电线需要1万元左右的费用！” 工人

陈师傅说，常规做法是，从插座处将一根

铁丝放入管道， 慢慢将铁丝送到配电箱，

在配电箱处串上铜芯线，拉通即可。不过，

若是管道内有石头等杂物，或者管道铺设

不规范，铁丝无法通过，就只能打墙重新

布管道来解决了。

“这套房算是比较简单的，管道内几

乎没什么杂物！”陈师傅说，就是这样，也

需要4个工人工作七八个小时，才能把电线

重新铺设好，材料费加人工费近万元。有时

候，复原一套房屋的电线需要几天时间，花

费更多，肯定在万元以上。

谢江卓告诉记者，一套房屋内的电线，

价值1000余元， 被盗电线共值2万余元。不

过，其间接损失是直接损失的7倍左右。

物管工作人员称，电线失窃后，已将情

况向开发商进行了汇报， 目前物业和施工

方正在加紧复原。

达到交房条件的高档小区，尚未迎来入住的业

主，却引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短短1个月左右的时间

里， 有一个贼娃子潜入郫县一高档住宅小区内的24

户高端住宅中，1米不落的盗走埋在墙体内的电线。

他一天工作七八个小时，卷走四五百米电线，上街能

卖个六七十元……

获得的赃款不多，带来的间接损失却无法估计，

失窃的部分房屋甚至还需要打墙重新铺设电线。昨

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这名小偷因涉嫌盗窃罪已被

郫县警方刑事拘留。

5月13日上午8时许，郫筒派出所接到报警称，郫

筒镇梨园路一段一高档小区内， 物管人员抓到了一

名贼娃子。 郫筒派出所民警谢江卓称， 嫌疑人约50

岁，穿一件灰色外套，身上没有发现赃物，但有一把

改刀和一把手钳子。

他是不是贼娃子呢？物管工作人员告诉民警，每

个月，物管都会对小区楼栋进行清查。4月底，物管在

清查时就发现，有20多户房屋内的配电箱和插座被

破坏，埋在墙体内的电线全部被盗。

随即，小区保安到监控室调取监控，发现一名穿

灰色外套的男子十分可疑。谢江卓说，这名男子几乎

每天都会在清晨6点到7点之间到高档小区， 他不是

在小区内打电话踱步， 就是提着一个塑料桶走来走

去。特别是有一天，他翻窗进入一房屋内，过了很长

一段时间才出来。“手上没提啥子东西，只是走路的

动作有点僵硬！”谢江卓说。

于是，小区物管将这名男子列为嫌疑人，通知各

岗点保安留意。5月13日上午， 这名男子被小区保安

发现，无法自圆其说的他被当场挡获。

男子天天来小区“上班”

一出来走路就“僵硬”了

蹊跷窃案/

谢江卓介绍，嫌疑人刘晖（化名）50多

岁，曾是一名水电工，知道电线能卖个好价

钱。刘晖有犯罪前科，对于入室盗窃的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

今年3月底， 刘晖打扮成装修工人，清

晨从该项目正在修建的二期入口， 与其他

工人一起进入工地“上班”。进入工地后，

刘晖就能通过一条通道进入已修建好的一

期小区中，避开了门禁系统。

刘晖会以打电话、提水桶等作为掩护，

在小区内寻找方便作案的无人房屋。 刘晖

交代，没有关门、关窗的房屋是他的首选，

另外有的房屋要安装户内电梯， 电梯井处

的预留入口也是他入户的通道之一。

进入屋内后，刘晖首先会来到1楼的配

电箱，关闭电源，然后用随身携带的改刀取

下配电箱的外壳，再用手钳子剪断电线。之

后，刘晖就会把屋内所有的插座撬开，把插

座处的电线剪断， 然后一点一点地把电线

从插座处往外拉。

谢江卓告诉记者， 一套房屋内一般有

30个插座、2~3个配电箱，刘晖都不会放过，

直到将屋内的电线偷光。同时，预留安装电

梯的动力线， 刘晖也会剪断带走。 作案一

次，会花费七八个小时。“400多米的电线，

刘晖全部缠在腰上， 把外套的拉链拉上就

大摇大摆离开！”谢江卓称，走出小区，碰

见路上的收荒匠， 刘晖就会把电线低价销

售。根据刘晖的交代，电线最重的一次有28

斤，他偷一次电线普遍能够卖六七十元。

曾是水电工 400米电线缠腰带出

偷一次要七八小时 能卖六七十元

案情揭秘/

一套房屋的电线 价值1000元

但要重新铺好线 花费近万元

业主损失/

昨日下午六点钟左右， 砰的一声

巨响， 一块铁皮状物体从新世纪电脑

城楼上坠下， 经过楼下的拉货工人蒋

先生应声倒地，头部血流如注。

昨日傍晚7点左右， 成都商报记者

赶到事发现场时，楼上坠落的物体已被

清理，现场只能看到一些碎玻璃。记者

从目击市民提供的照片上看到，新世纪

电脑城楼下当时拉着黄色警戒线，几名

工作人员正在用水清洗血迹。目击者张

女士称，昨日下午，新世纪电脑城六楼

广告牌位置有人在施工，一群工人在没

有采取保护措施的情况下，用绳子在六

楼往下卸一捆铁皮状物体。中途，夹在

中间的一块物体落下，砸到过路的一名

拉货工人。“那个工人伤得很重， 满头

是血，止都止不住。”

距离事发地点四五十米远的地

方，苏师傅摆了一个修自行车的小摊。

昨日傍晚， 成都商报记者看到苏师傅

时，他的双手和身上仍有很多血迹。苏

师傅告诉记者， 他身上的血是他救助

伤者时沾上的。下午六点左右，听到有

人喊一个拉货工人被砸伤了， 他赶紧

拿上绷带跑了过去。“他当时头上血

流如注，我赶紧用绷带给他缠住头，先

给他止血。”随后，苏师傅又抱起蒋先

生，把他送进了医院。

蒋先生被送到附近的四川省军区

国防医院后，医生对其进行紧急治疗。

记者在医院看到蒋先生时， 他头上绑

着绷带，头上和身上还有很多血迹。医

生说，蒋先生头部缝了五六十针，还需

要进一步检查治疗。

蒋先生的同事彭女士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蒋先生是内江人，今年50

岁，在新世纪电脑城拉货，平时工作

非常踏实。不想，昨日傍晚发生意外。

彭女士说，据她了解，施工方往楼下

卸东西时，没有采取安全措施，也没

有拉警戒线。

在四川省军区国防医院， 记者看

到了施工方助邦装饰公司负责人陈先

生。陈先生告诉记者，他们会对蒋先生

的伤负责，并已经垫付部分医药费。陈

先生说， 他们公司受新世纪电脑城物

管委托，昨日上午开始施工，下午从六

楼广告牌位置往楼下卸铁皮状大型广

告牌时，碰掉了窗子上的玻璃，玻璃坠

下后，把蒋先生砸伤。“我们往下卸东

西前，拉有警戒线，后来从楼下过路的

人太多，有人为了过电瓶车方便，就把

警戒线扯掉了。”

成都商报记者 周恒

新世纪电脑城

高空坠物

砸伤拉货工人

刚交房的小区

易被不法分子盯上

郫县一高档小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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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人家的电线被盗，图为工人师傅正在电表箱内重新穿线

工人师傅正在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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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籽油、花生油、大豆油、芝麻油，我们

天天打交道的各种食用油中， 最不为大家

熟悉的就是亚麻油。

亚麻起源于近东、 地中海沿岸。 早在

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瑞士湖栖居民

和古代埃及人， 已经栽培亚麻并用其纤维

纺织衣料。油用型亚麻又叫胡麻。胡麻在中

国至少有1000年栽培历史， 主要分布在宁

夏、新疆、甘肃、内蒙古等西北地区。

心脑血管疾病成健康杀手

ω-3不饱和脂肪酸成血管清道夫

亚麻油被人关注源于现代人心脑血管

疾病的高发。

科学家们发现，居住在北极附近的爱斯

基摩人很少有人得高血压、糖尿病、脑梗阻

等方面的疾病。另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生活

在日本北海道的渔民也很少得上述疾病。科

学家们认为，这与他们长期食用深海鱼有关

系，尤其是鲑鱼、金枪鱼等。在这些鱼肉中，

发现了含量丰富的ω-3不饱和脂肪酸。这

种物质所生成的EPA、DHA和DPA等物质对

于抑制低密度脂蛋白、提升高密度脂蛋白有

很大促进作用， 这对于人体血管里的溶栓、

清除胆固醇等血管垃圾有巨大的作用，并因

此被人称作“血管清道夫”。

1990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食

品农业组织在华盛顿召开国际学术研讨

会，并发表一项联合申明：“专家建议所有

婴儿食品的配方及成人的食品中都应有

ω-3系列不饱和脂肪酸。”自此，含有ω-3

系列不饱和脂肪酸的食品开始成为人们的

宠儿。但是随着深海鱼资源的减少，很多鱼油

制品开始在近海捕捞相应的鱼类。 而科学家

们从近海鱼类体中发现了不少重金属， 这些

重金属对人体是非常有害的。

正是在这个时候， 亚麻油的价值重新

被发现了。

亚麻油横空出世

成为心脑血管疾病的克星

亚麻种子含油量30%—45%，亚麻油富

含亚麻酸、 亚油酸等ω-3不饱和脂肪酸，

特别是富含人体必须的a-亚麻酸和γ-亚

麻酸，其中a-亚麻酸占到亚麻油脂肪酸的

57%，比鱼油高2倍。

现代研究表明，亚麻油能降低人体血压、

血清胆固醇、血液粘滞度，对癌症、心血管病、

内脏病、肾病、皮肤病、肺病等有治疗效果。英

国、 法国等30多个国家已批准将亚麻油作为

营养添加剂或功能性食品成分使用。

亚麻油中含有对人体有益的不饱和

脂肪酸，而且组成的比例适当，不容易氧

化，尤其富含可促进新陈代谢、改善毛细

血管循环、 带给细胞营养的维他命E，是

优异的抗氧化物质， 能有效防止老化。更

重要的是亚麻油中含有的油酸成分还被

医学证实有抑制胃溃疡、 气喘等疾病，防

止肤质恶化。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就护肤

保养而言，亚麻油对于皱纹、黑斑、肌肤干

燥等问题都有防范于未然的抑制作用。

亚麻油里的a-亚麻酸能降血脂、抗血

凝、软化血管、补益大脑，对癌症、冠心病、

糖尿病、前列腺癌等有预防和治疗的作用，

只要长期食用， 就能给身体充分的防范资

源，提升身体的免疫功能，所以纯亚麻油是

人们食用中的最佳保健调味品。

21世纪健康油，心脑血管疾病克星———

厂价直供

亚麻油98元普及风暴席卷蓉城

长吃亚麻油的好处

亚麻油色泽金黄透明、 气味浓

香、食用范围广，用温火煎、炸，无烟

无沫，炒菜、调味、凉拌以及各种糕

点都可选用。亚麻油不论生、熟，都

可食用， 在冬季低温条件下都不凝

固。 亚麻油富含有人体必需的a-亚

麻酸和维生素E、 木酚素等营养成

分，受到了全球营养界的普遍重视，

对人体保健有相当好的作用， 直接

食用效果更好。

亚麻油是一种高级食用保健

油，常食有抗衰老、美容、健体的功

效，已证实作用有生肌、长肉、止痛、

杀虫、消肿、下热毒等。

中医学认为：亚麻油性味甘、凉，

具有润肠通便、解毒生肌的功效。

《本草纲目》记载：“有润燥、

解毒、止疼、消肿之功。”

《别录》说：“利大肠，胞衣不

落，生着摩疙肿，生秃发。

揭开亚麻油的秘密

藏在深闺的健康油

“98元的亚麻油，划算”

昨日，“厂价直供， 草原3健亚

麻油98元普及推广风暴”的活动消

息 见 报 后 ， 读 者 纷 纷 致 电

400-702-7979订购亚麻油。

69岁的简先生一早便电话订购

了1箱亚麻油。他告诉记者自己患有

动脉硬化， 长期服用的两种药品就

含有a-亚麻酸成分，“这种药比较

贵，一颗胶囊要七八元，后来朋友介

绍我吃亚麻油， 其含有的a-亚麻酸

更多，价格还便宜。”

70多岁的严先生说，他患有糖尿

病、高血压等，平时非常注重饮食健

康，“亚麻油含有对人体有益的不饱

和脂肪酸， 我从两年前就开始吃了，

早上爱用亚麻油拌黄瓜来吃，老伴也

跟着吃。”严先生说，这次“98元换油

风暴”活动很划算，比他之前在超市

购买的140多元1瓶便宜太多，所以他

一次订购了12瓶，“打算给亲友送几

瓶，让大家都吃得更健康。”

市场零售价：

186元/瓶

砍掉中间环节，厂家直供———

活动仅售：98元

订购电话

400-702-7979

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委员会（

FDA

）

确认

α-

亚麻酸有十三项功能

1

、降血脂和降血压；

2

、增强自身免疫；

3

、预防糖尿病；

4

、预防癌症；

5

、减肥；

6

、防治脑中风和心肌梗塞；

7

、清理血液中有害物质和防治心脏病；

8

、缓减更年期综合征；

9

、提神健脑，增强注意力和记忆力；

10

、辅助治疗多发性硬化症；

11

、辅助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

12

、用于皮肤癣和湿疹；

13

、预防和治疗便秘、腹泻和胃肠综合症。

订购电话

400-702-7979

一箱起订，

买就送：

1

、《家庭与生活

报

-

嘉家和健康周刊》

半年

2

、央视等媒体亚

麻油的新闻报道光碟

1

份

端午到，惊喜多！从昨天开始，由买够网

倡议发起， 家庭与生活报-嘉家和健康周刊

鼎力支持，携手内蒙古万利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共同在成都隆重推出“厂价直供，草

原3健亚麻油98元普及推广风暴”活动。

亚麻油，凭什么被称作神奇的健康油？

其实， 亚麻油就是亚麻科植物亚麻的种子

榨取的油。 因为亚麻油中富含对人体有益

的ω-3系列不饱和脂肪酸， 而且比例适

当，不容易氧化，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改善

毛细血管循环、带给细胞营养的维他命E，

提高免疫力，是优质的抗氧化物质。

目前，冷榨亚麻油在各大网站、超商的

售价每500ml均不低于160元， 部分产品甚

至高达240多元每500ml。价格的高企，将很

多认可亚麻油功效的消费者挡在门外。

秉持“严选负责、优质平价”的理念，

买够网与专业健康媒体———家庭与生活报

-嘉家和健康周刊，共同经过

反复甄别、评选，以及谈判沟

通，终于与亚麻油生产龙头企

业———内蒙古万利福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意向：三

方共同合作，彻底砍掉中间环

节，厂家直供、厂价直销，针对

商报读者隆重推出 “亚麻油

98元普及推广风暴”活动。

鉴于本次活动让利幅度

过大， 给厂家巨大经营压力，

且货源有限，物流沉重等因素，特别规定：

每

名读者

1

箱（

6

瓶）起订，最多不超过

2

箱（

12

瓶），包装均为礼品装；送货上门的，需要另

外支付每单最多

12

元的送货费；同时，在市

区设立现场提货点：武侯区武侯祠大街

266

号华达商城嘉家和健康周刊提货点，欢迎读

者朋友光临。

嘉家和健康周刊承诺： 凡打进电话订

购产品的读者，都将免费获得《家庭与生活

报

-

嘉家和健康周刊》半年赠阅，并将在产

品中附赠中央电视台、北京卫视、湖南卫视

等权威媒体关于亚麻油的新闻报道光碟资

料一份，让你更全面深刻了解亚麻油、了解

健康用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