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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威海10月29日讯(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李雨 孔

少杰) 26日上午，在威海市固
体废物处理中心的危险废物处
理车间，100多吨假药被集中无
害化销毁。这些假药是环翠警
方近三年来破获的5起生产、销
售假药案的涉案药品，按照同
类产品的市场中间价计算价值
达上亿元。

2015年10月，威海市公安
局环翠分局成立食药环大队，
并抽调精干警力接连破获多起

生产、销售假药案。本次销毁的
假药、劣药及生产设备、医疗器
材是其中5起已被法院判决的
案件的涉案物品。

这5起案件中，有两起是特
大案件。

2010年起，王某组织其妹
妹等人在我国境内非法生产假
冒名牌药，再通过李某等人偷
运至韩国销售，先后销售数量
达30余万粒，在国内销售约4万
粒。这一案件也因案情重大被
公安部督办。2106年11月，公安

环翠分局食药环大队侦破此
案，抓获13人，捣毁生产、储存、
销售假药窝点5处，查扣假药及
生产设备、原料、包装物等赃物
两卡车。

2016年10月起，吉某等人
为赚取非法利润，在明知无合
法生产、销售药品资质及手续
的情况下，从网上购买原料及
制药设备，在河南省郑州租赁
房屋雇佣工人生产假药并向外
销售。2017年6月，本案被公安
环翠分局食药环大队破获，18

人落网，警方捣毁生产假药窝
点2个，销售假药窝点11处，查
扣各类假药30多种共计4万余
盒，半成品、原料辅料等物品
3500余公斤，以及药瓶、包装物
等物品一宗。

公安环翠分局食药环大队
大队长张文献介绍，本次销毁的
假药共涉及80多个品种，主要是
保健类药品，另有肉毒素、玻尿
酸等美容医药类的假药一宗。

由于销毁的涉案药品、设
备均属危险废物且量大，根据

环保法规，环翠警方经层层审
批，委托有资质的威海环保科
技服务有限公司对这批药品、
设备进行无害化销毁。

在威海市固体废物处理中
心，假药及设备先被传动带送至
粉碎机内粉碎，再被传送入焚烧
炉，焚烧产生的烟气经过二次高
温焚烧，破坏其中的有机成分，
最终产生的废气经净化处理后
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再向
外排放，焚烧产生的少量固体废
料也会进行无害化处置。

百百余余吨吨假假药药被被无无害害化化销销毁毁
按照同类产品的市场中间价计算，这批假药总价上亿元

天天鹅鹅来来了了
10月29日，200余只

大天鹅抵达荣成天鹅
湖。伴随着冷空气的到
来，荣成迎来了今年首
批大规模到达的大天
鹅，预计11月份将有更
大规模大天鹅陆续抵
达。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本报威海1 0月2 9日讯
(记者 陶相银 ) 29日，威
海交警支队公布新一批终
生禁驾名单，王宗林、尹继
伟、康明伟、孙寿、张世靖等
5人因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
道路交通事故并构成犯罪，
或因驾驶机动车发生道路
交通事故逃逸并构成犯罪，
被法院判刑同时被公安吊
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
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2 0 1 8年4月2 7日4时2 6
分，王宗林醉酒驾驶轿车沿
荣成市成山大道由西向东
行驶，行驶至与楚祥北街交
叉路口处，与顺行在前的于
某驾驶的三轮摩托车追尾
相撞，致于某受伤，经医院
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经调
查，王宗林醉酒驾驶机动车

( 血 液 中 酒 精 含 量 为
164 . 75mg/100ml)且超速行
驶且未观察好路面情况，应
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最终，
王宗林被荣成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2017年4月13日15时12
分，尹继伟无证驾驶小型普
通客车沿荣成市港西镇宝
隆路利民超市南北路由北
向南行驶，行驶至利民超市
北路口处时，梁某驾驶二轮
机动车沿宝隆路由东向西
行驶至此，两车相撞，致梁
某受伤，构成重伤二级。事
后，尹继伟找他人顶替，后
被公安机关查获。经调查，
尹继伟未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超速驾驶机动车并且肇
事后找人顶替，应承担事故
主要责任。尹继伟被荣成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
三年。

2017年6月12日13时51
分，孙寿醉酒驾驶轿车沿大
连路由西向东行驶至凌翔公
寓路段，与停放在路边的电
动三轮车及行人洪某、施某
相撞，造成洪某死亡、施某受
伤。经调查，孙寿醉酒后驾驶
机动车(血液中酒精含量为
92 . 82mg/100ml)，未保持安全
车速、占道行驶，应承担事故
全部责任。孙寿被高区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
年六个月。

2017年6月5日23时47分，
张世靖驾驶轿车沿沈阳路由
南向北行驶至恒瑞街路口，
与沿人行横道由西向东横过
马路的吴某相撞，造成吴某
死亡。经调查，张世靖驾驶机

动车未保持安全车速、遇行
人横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
行，且事故发生后弃车逃逸，
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张世
靖被高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二年，缓刑四年。

2017年5月24日19时49
分，康明伟醉酒驾驶轿车沿
沈阳路由南向北行驶至第42
号电杆北6米处驶入非机动
车道，与顺行在前的王某驾
驶的电动车相撞，造成王某
受伤抢救无效死亡。经调查，
康明伟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 血 液 中 酒 精 含 量 为
161 . 96mg/100ml)，未按规定
车道超速行驶，且观察不周，
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康明
伟被高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三个月，缓刑一年六个
月。

本报威海1 0月2 9日讯
(记者 陶相银) 威海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大力推行交
管服务“网上办、掌上办”，
市民只需安装在手机上“交
管12123”APP，就可在网上
办理驾驶人考试预约、机动
车选号、补换领驾驶证、申
领免检标志等交管业务，实
现申请网上受理、信息后台
审核、牌证邮寄送达，实现
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到交管
部门提供的各种便捷服务。

“交管12123”是“公安部
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
理平台”网页、短信、手机
APP、语音四个服务方式中
的手机APP，是面向互联网

平台个人注册用户。“交管
12123”的全国推广应用，实
现跨地域交管业务信息交换
和网上服务漫游。用户登录
后，可办理全国范围的交管
业务，由“服务跟着管辖地
走”转变为“服务跟着群众
走”。

车驾管服务内容包括：
机动车选号、补换领机动车
号牌、补换领机动车行驶证、
补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
申领免检标志、提交驾驶证
照片、机动车检验预约、提交
身体条件证明、期满换证、损
毁换证、遗失补证、超龄换
证、延期换证、延期审验、延
期提交身体条件证明、备案

非本人机动车、变更机动车
联系方式、变更驾驶证联系
方式、考试预约、取消考试预
约等。

用户可以直接使用互联
网平台个人注册用户账户登
录“交管12123”获取服务。对
于尚未注册的用户，可以通
过“交管12123”注册新用户。
注册方式分面签注册用户和
网上注册用户两种方式，其
中面签是本人携带身份证到
交管部门窗口，进行互联网
交通安全平台的个人用户注
册。这两种方式的区别在于
使用权限不同，网上注册用
户只能办理机动车选号、考
试预约、期满换证、延期换

证、延期审验、延期提交身体
条件证明、机动车检验预约
这些常见的业务；而面签用
户的权限更高，可通过网页
或“交管12123”手机APP可办
理补换机动车牌证、补换驾
驶证等公安交管业务。

目前，全市互联网注册
用户已达27万人，通过互联
网办理变更机动车/驾驶人
联系方式15万余笔、办理机
动车选号约2万辆、申领免检
标志1000余笔、补换驾驶证/
号牌等业务100余笔，全市29
家安检机构全面开通互联网
服务平台预约通道，通过互
联网、手机APP预约检验车
辆近千辆。

本报威海10月29日讯(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闫长春 张立越) 目前，到

荣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
上牌，从开车进入查验区开始会享受一
站式通道查验：车牌现场制作，立等可
取，马上可以安装。

凡小型汽车车主办理新车注册登
记、辖区内转移、转入等业务时，在完
成查验、受理、选号、制证等环节后，就
可以现场等候直接领取号牌。车主在
办完各项手续后，车辆登记信息直接
发送至现场制牌点，工作人员“现场制
牌”， 10分钟内完成一副车牌的制
作。

以往，群众在荣成车管所办理完
车辆登记手续后，要等上两三天才能
收到邮寄的号牌，或者一周后要到当
地车管所自取。如今，号牌制成后，车
主凭领取凭证和机动车行驶证马上
领取机动车号牌，并能马上安装到自
己的新车上，最大限度方便了群众。
截至目前，已制作发放小型汽车号牌
1600余副。

但号牌现场制作，目前只适用于
小型汽车，其它类型车辆暂时还不适
用。

本报讯(通讯员 刘璐) 10月25
日，一年一度的高区足球联赛在后峰
西小学拉开帷幕，后峰西小学围绕着
足球展开了足球文化周活动，此次校
园足球活动给同学们带来了惊喜和体
验。

通过踢足球、唱足球、画足球、拍
足球、讲足球，后峰西小学在每个年级
展开活动，为足球文化注入了更加丰
富的内涵。二年级学生展开足球童谣
的大比拼，将对足球的喜爱融入到童
谣。教室里、操场上，到处可以听到学
生大声朗读自己创作童谣的声音，为
让自己的童谣更好，大家走进图书馆
上网查阅，全校形成了浓厚的足球文
化氛围。

本报威海 1 0月 2 9日讯 (记者
陈乃彰 ) 为提高居民健康生活意
识，倡导减盐控油清淡饮食，近日，
同德、胜利、西门外、海城、塔山、塔
中、布谷夼、大桥等多个社区开展了

“减盐防控高血压”健康知识讲座。
讲座中，医务人员围绕如何科学用

盐这一主题，介绍了各种控盐措施和减
盐烹饪技巧，列举了十大标准，并详细
介绍了日常生活中垃圾食品的含盐量
及其引起的各种危害。医务人员现场为
居民发放了健康养生的宣传资料、为大
家免费测量血压并现场解答大家的相
关健康问题。

多多社社区区开开展展
““减减盐盐””健健康康讲讲座座

后后峰峰西西小小学学
举举行行足足球球文文化化周周

在在荣荣成成上上小小车车牌牌
也也能能立立等等可可取取

““交交管管1122112233””AAPPPP注注册册用用户户已已达达2277万万人人
联网办理机动车选号约2万辆、申领免检标志1000余笔、补换驾驶证/号牌业务100余笔

又又有有55人人上上了了终终生生禁禁驾驾名名单单
他们中，两个在荣成肇事，仨在高区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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