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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C19

隔通讯员 吴磊 林宏
隔记者 秦雪丽 报道

本报1月17日讯 随着春节的
临近，栖霞市工商局对食品添加剂
进行了一次专项整治，严厉打击销
售禁用食品添加剂及滥用食品添
加剂等违法行为。目前，共出动执
法人员160余人次，没收“三无”食
品添加剂19瓶。

按照卫生部公布的禁用食品
添加剂名单，栖霞工商对辖区内食
品添加剂经营业户、食品调味店和
食品经营业户进行了排查。凡是进
入市区的食品添加剂及相关产品，
统一到工商局备案，从源头上杜绝
禁用食品添加剂流入市场。

以食品加工店、餐饮企业、蛋
糕店、食品销售店等为重点，督促
业户建立食品添加剂管理使用台
帐、索证索票和进货查验等制度。

畅通12315申诉举报热线，向
社会公开举报电话，及时受理群众
举报，并定期发布消费警示，提升
广大市民科学消费和自我保护意
识。

栖霞工商查获

19瓶食品添加剂

隔通讯员 王海艇 王金惠 孙菁
隔记者 于飞 报道

本报1月17日讯 近日，招远
市公安局、交通局联合对招远部分
公交站点进行了改造。

据了解，在招远市温泉路上的
工会门前原公交站点，地处市商业
中心，公交车密度大、出租车停靠
位集中，无论是客流量还是交通流
量都是城区压力最大的一个点。即
使在平峰期，该地段也极易堵塞。
为此，交警部门将公交车停车位向
非机动车道扩展，把原来公交车停
车位占有的道路腾出来，相对让出
一条车道为社会车辆通行。

在招远市区罗峰路金都百货
公司段，交警部门设置的港湾式公
交车停靠站，将公交车上下车占用
通行车道，改变为车道外上下车，
不仅让出了车道，还增加了整条道
路的通行量。“通行量增加的同时，
也大大降低了路口交通阻塞情况
的发生。”民警介绍说。

招远优化

城市公交停靠点

隔通讯员 方毅 臧保东
隔记者 曲彦霖 报道

本报1月17日讯 受近几日冷
空气影响，渤海辽东湾浮冰范围速
增至69海里，分布面积超过辽东湾
海域面积的一半，国家海洋预报台
16日发布今冬首个辽东湾海冰蓝
色警报。同时，莱州湾海冰也迎来
今冬最大值。

据了解，莱州湾的海冰已延伸
至24海里，海冰的分布范围为3843

平方公里，占莱州湾总面积的
43 . 03%，迎来今冬最大值。国家海
洋预报台预测未来几天海冰冰情
将基本维持。

目前的海冰情况已对黄、渤海
的港口航运、海上石油开采造成影
响，同时，持续的冷空气将导致近
海养殖池被冰封，大量养殖产品缺
氧面临死亡的威胁。

莱州湾海冰范围

迎来今冬最大值

幼儿园“校车”半路出车祸
事发栖霞市官道镇大丁家村附近，十来个孩子中有部分不同程度擦伤

隔记者 王永军 报道
qlwbwyj@vip. 163 .com

本报1月17日讯 17日下
午4点半左右，栖霞市官道镇
寺南线大丁家村附近发生一
起车祸。一辆接送幼儿园孩子
的面包车在行驶途中和一辆
轿车发生碰撞。两车损伤严
重，面包车上的部分孩子不同
程度擦伤。

“一听说儿子受伤了，就赶
忙到了车祸现场。”市民赵先生
告诉记者，他的孩子当时正在
面包车上。在车祸发生后，孩子
所在的幼儿园又重新找了辆车
把车上的十来个孩子送到了家
中。孩子到家后，嘴也肿了，还
流了不少血。情急之下，孩子的
妈妈赶忙通知了赵先生。

“轿车的车头撞得引擎盖都
起来了，面包车车头部位也凹陷

严重。”赵先生告诉记者，当时面
包车沿寺南线自南向北行驶，可
能轿车是从大丁家村里面的岔
路口驶出，自西向东行驶，结果
两辆车就撞到一块去了。

赵先生告诉记者，面包车
是官道镇一家幼儿园接送孩子
的车辆，据说当时车上有十来
个孩子。在撞击下，部分孩子可
能磕碰到车内的物体上，不同
程度擦伤，不过都不是很严重。

“幼儿园都没领着孩子去
做个检查。”赵先生介绍说，车
祸发生后，幼儿园只是另找了
一辆车把孩子送到家中，并没
有去医院。这点让家长们都很
生气，感觉幼儿园的作法有点
不近人情。

赵先生告诉记者，他带孩
子去医院检查确定没有大碍
后，才安下心来。真希望以后幼
儿园的“校车”可以安全点。

掉了5箱货，粗心司机没察觉
民警帮捡拾者搬运货物时发现蹊跷

隔通讯员 赵晓雷
隔记者 苑菲菲 报道

本报1月17日讯 5箱货从
车上滚落掉到路上，司机却全
然不知，结果货物被别人捡到
搬走时无意中被招远泉山路派
出所民警发现，这才避免了这
个粗心司机的损失。

16日晚上8点多，招远市泉
山路派出所民警巡逻至天府路
时，发现机动车道上一名男子
不顾来往车辆，正在慌慌张张
向路边搬运货物。热心民警立
即下车帮忙将物品搬到路边。

但当民警询问男子这是
什么物品时，男子只是笑着说
谢谢，并不正面回答。然后抱
起 1 箱物品就要向温泉小区
走，这时民警发现不远处的机
动车道上还有 4 箱同样的物
品。细心民警一边将机动车道
上的物品搬运到路边，一边对
男子继续询问。男子一见民警
这架势，才不好意思地说，这
箱货是前面一辆货车上掉下
来的，是他捡的。

随后，民警将5箱物品带回所
里暂管，发现物品箱上全是英文
字母，也没有确切的地址。经过

走访招远温泉小区居民得知，这
些货是一辆和信家纺的货车上
丢失的。随后，民警电话通知了
招远市和信家纺有限公司工作
人员到派出所辨认货物。工作人
员赶到派出所后，证实了是和信

家纺公司半小时前从招远发往
青岛港的一批货。

工作人员打电话联系了送
货司机，司机已经到达下林庄。
经查看，才发现车上丢失了5箱
床上用品。和信家纺的工作人

员称这批货将于明天早上从青
岛港出口到国外，5箱货总价值
3000多元，若是丢了，不仅是金
钱上的损失，更是公司名誉的
损失。幸亏民警及时出手，避免
了损失。

6龄童偷拿1300元钱买游戏机
工商认定是无效交易，商家全额退款

隔通讯员 衣学红 姜波
隔记者 秦雪丽 报道

本报 1月 1 7日讯 近日，
蓬莱市民刘先生遇到一件窝
心事，他6岁的儿子私自拿了
家中 1 3 0 0 元钱，购买了一台
游戏机。刘先生带着儿子去
商场退货，却遭对方拒绝。

近日，刘先生6岁的儿子
私自拿了家中 1 3 0 0 元现金，

到市区某电子商品城购买了
一台掌上游戏机。刘先生发
现后立即带着儿子和新买的
游戏机找到卖家，并要求退
货。

刘先生认为儿子年幼无
知，该交易行为与其年龄、智
力水平不相适应，且作为监
护人刘先生本人并不知情，
该购买行为无效。

但是商家称整个交易过

程无强制购买行为，商品明
码标价，其价格和质量也没
有欺骗行为，况且商品售出
后，刘先生的儿子已经拆封
使用，无法再卖，拒绝退货。
双方协商无果，刘先生便到
蓬莱市工商局 1 2 3 1 5 进行申
诉。

经工商执法人员调查，
刘先生所述情况属实，依据

《民法通则》第十二条规定：

“不满 1 0 周岁的未成年人是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
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
工商局工作人员认定，刘先
生儿子购买价值 1 3 0 0元的游
戏机行为不适应该年龄和智
力水平，且此消费行为事前
未征得监护人同意，无监护
人陪同购买，属无效交易。

经调解，目前，商家已收
回商品并全额退款。

捡了个驾照愣说是自己的
虽然把驾驶证上的信息背得滚瓜烂熟，但还是被民警识破

隔通讯员 耿世良 孙敦胜
隔记者 孙健 报道

本报1月17日讯 捡个驾
驶证愣说是自己的，就算年龄
差不多，但照片也对不上啊。13

日，莱阳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民
警就查获了这么一位捡了他人
驾驶证，冒名顶用的。使用他人
驾驶证的无证驾驶人王某某，
被依法处以罚款1000元，行政
拘留15日。

1月13日上午11时许，莱阳
交警大队二中队队长贾诚志带
领民警在城区昌山路严管街进
行巡逻执勤时，发现一辆悬挂
鲁FDC×××小型客车违规停
放，遂对车主进行盘查。在盘查
过程中，该车驾驶员出示了姓
名为王某的C1驾驶证，民警接
过证件核对驾驶员身份时，发
现照片与本人有点不符。但该
驾驶员坚称自己就叫王某，并
对民警提问的籍贯、出生年月、

编号等驾驶证信息对答如流。
队长贾诚志灵机一动，随

即用警务通查询到王某的家庭
情况信息，再次询问其家庭成
员情况时，该驾驶员的回答就
驴唇不对马嘴了。最后，终于
承认驾驶证不是他的，是捡来
的。

民警经进一步询问得知，
原来驾驶员王某某也有过驾
驶证，但早已因交通违法被交
管部门注销了。正当王某某被

无证驾驶困忧时，偶然一次跨
区外出时捡到了个叫王某的驾
驶证，发现王某和他年龄一般
大，不仔细看照片就跟一个人
一样，只是籍贯不一样，王某是
栖霞翠屏的，而他是莱阳照旺
庄的。为掩人耳目，他把王某驾
驶证上相关内容背得滚瓜烂
熟，于是便大着胆子拿着捡来
的驾驶证开车上路。没想到第
一次冒充使用他人证件，就被
交警识破。

民警将5箱物品带回派出所里暂管。 通讯员供图


	J1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