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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8家家养养殖殖户户同同意意救救助助方方案案
过半养殖户收到救助金，12家养殖户不满救助方案堵了饲料厂

驾驶证注销7年

侥幸上路被查

男子被网上追逃

准备乘船时被抓

本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
员 王冬梅 ) 年终岁末，为确保
电费按时足量回收，蓬莱公司结合
民生大走访推出“双结零”行动，逐
村逐户实行营业普查，确保电费

“颗粒归仓”。

“双结零”行动确保

电费“颗粒归仓”

48家养殖户同意补助

养殖户裴师傅介绍，自己
租了2块地，打算盖两个养鸭
棚。11月21日第一个鸭棚建好
后，却听到了六和食品倒闭的
消息。新盖的鸭棚花了约六万
五，有500多平米。根据25元一
平的救助方案，裴师傅获得了
13566元的救助金。

裴师傅说，自己签订了20

年的租地合同，肯定还是要继
续干下去。新建的鸭棚将会进
行改造，可能会养猪或是养羊。
另一个还没开建的棚也会继续
建好。

负责养殖户救助一事的陶
经理说，龙口市共有60家养殖
户在集团的救助范围内。截至
12月14日，已有48家同意该方
案。其中46家已签订救助协议，

除9家因上报棚舍面积与养殖
数量不符正在核实外，其余37

家已一次性全额收到救助款
项，共计88万余元。

建棚时间越长补助越少

六和集团合作伙伴关系部
总经理张胜利解释，停产的六
和食品为合资成立的有限责任
公司，各股东方只承担公司经
营结果的有限责任。此外，养殖
户与六和食品签订的也是短期
合同(每批鸭苗签一次，合同期
约40天左右)。

张胜利介绍，在11月20日
六和食品停产之前，集团公司
就专门成立了停产善后处理工
作小组及现场工作推进小组，
负责安置、补偿、救助等事项的
善后处理工作，并先后推出了
三套救助方案，救助资金来自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最终的救助方案，以

养殖户棚舍面积为基准，2012

年之前建棚的以12元每平米救
助，2012年建棚的则为18元一
平，今年建棚的为25元一平。负
责此事的陶经理介绍，建棚时
间越久，赚得也比较多，所以补
助相对要少。

部分养殖户围堵饲料厂

“赔这么点我肯定不能接
受。”养殖户易军华介绍，自己
去年盖了5000多平米的鸭棚，
投资了48万元。到六和食品停
产，才卖了七八批鸭子，收回来
8万元。

易军华希望集团能赔偿投
资的一半，但这在新希望六和
来看并不可能。陶经理介绍，已
经有48户同意救助，说明该方

案是合理的。而且大部分养殖
户已收到现有标准救助款项，
所以也不可能再双重标准。而
另一方面，建成的鸭棚并非全
无作用，而是仍可做他用。

从12月9日到16日，易军华
与其他11家养殖户堵在六和饲
料厂已有一周，目前工厂已停
止运转。饲料厂负责人称，六和
饲料与六和食品是两个法人，
资金独立核算，双方是业务往
来关系。

而养殖户认为，饲料厂与食
品厂有业务绑定，“我们养的鸭
子必须要吃六和饲料，当初宣传
养鸭致富也有饲料厂业务员参
与。”他们希望堵饲料厂能引起
集团总部重视，解决赔偿问题。

17日上午，饲料厂工人叫
来铲车将土铲开，并将铲车停
在工厂门口，双方目前处于对
峙状态。

端端起起酒酒碗碗，，丢丢掉掉““饭饭碗碗””
一出租车司机酒驾拉客被查，五年内不得申领新证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于飞 通讯员 陈峰 李广
孙菁) 因为家里出了点事心

情不好，就出去喝闷酒，喝了酒
就算了，还上路载客，这位出租
车司机真大胆。因酒后驾驶，这
位出租车司机被吊销了驾驶证，
五年内不得重新申领，因为这一
顿闷酒，弄丢了自己的“饭碗”。

15日下午，招远市交警大队
的民警巡逻时，发现一辆出租车

在公交站点外停车上客。民警示
意出租车司机停车靠边接受检
查，但出租车非但不停，反而加
速逃窜。看到民警示意不停车，
还试图逃跑，一看就有问题。

民警一方面跟着出租车，
另一方面联系其他民警在前方
设卡拦截，终于将出租车拦停。
这一查不要紧，出租车司机的
体 内 酒 精 含 量 竟 然 达 到 了
69mg/100ml，属于酒后驾驶。

出租车司机说，他喝的并不
多，就一杯啤酒。可根据酒精测
试仪的数值分析，他绝对不止喝
了一杯啤酒。最后司机承认，他
因为家里出了点事情，心情烦
躁，中午喝了点酒，没想到下午
刚上路就被民警给查获了。出租
车司机说：“我是一名老驾驶员，
开车从来没出过事。我也知道酒
驾厉害，但心存侥幸，没想到真
碰上交警了。”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
关规定，民警对这位司机依法处
以15日以内行政拘留，5000元罚
款，吊销驾驶证，五年之内不得
重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

民警表示，身为出租车司
机，喝酒后驾车，是对乘客极不
负责的行为，这位司机存在侥
幸心理，喝了酒还上路载客，结
果丢了“饭碗”，至少五年内不
能再开出租车了。

鲸鲸鲨鲨馆馆首首开开夜夜场场，，浪浪漫漫夜夜游游双双人人112200元元
夜游深海、华丽演出、神秘大奖等你来

为丰富圣诞期间市民休闲
娱乐生活，让更多“海洋迷”体
验到夜访深海世界的神奇奥
秘，烟台海昌鲸鲨馆夜场即将
于圣诞期间首次开放！

你还在看电影，打电玩吗？
你OUT啦！圣诞当天，鲸鲨馆
将首度开放夜场！在这个浪漫
的圣诞夜晚，体会不一样的欢
乐和震撼！12月24日、25日，鲸
鲨馆营业时间延长至晚上10

点。为回馈广大市民，特推出浪
漫夜场门票，仅需120元/2位
(门市价120元/位)。

鲸鲨馆狂欢夜中，幸运地
迎来了圣诞节的主角——— 圣诞
老人。他的包袱中满载礼物，但
是行踪神秘。他的出现让你毫
无察觉，也一定会让你惊喜万
分，来自深海的精美礼品，绝对

不会让你空手而归！圣诞老人
召集世界上最大的鱼类——— 鲸
鲨，引领海狮、海象、金刚鹦鹉
等众多海洋动物好友，邀你一
同在蓝色海洋中夜游。

激动人心的幸运抽奖，是
鲸鲨馆圣诞狂欢的重头戏。所
有到场游客均可凭鲸鲨馆门
票副券参与抽奖，鲸鲨馆畅游
卡、雨岱山温泉门票等精美奖
品倾情放送，赏鲨、泡泉，徜
徉于迷人的渔人码头难以离
开！

此外，鲸鲨馆代表性观赏
项目天幕电影和欢乐剧场也将
在圣诞夜与游客见面。天幕电
影表演时间为19:40、21:10，欢乐
剧场表演时间为20:30(具体时
间以当天馆内公告为准)。

海昌鲸鲨馆圣诞钜献，深

海探秘大片《海之交响乐》震撼
上映，崭新观影时代全面开启。
无需端坐在座椅成排的普通影
院中，抛开3D眼镜解放双眼，
观赏震撼逼真的360°球形全
息立体电影！

乘坐“海昌号”潜艇，探
索壮美幽深的海底世界，开启
浪漫深海之旅。成群的沙丁鱼
群扑面而来，在海豚觅食的干
扰下，迅速集结而去；庞大的
鲸群缓缓游来，最大哺乳动物
的霸气与沉着显露无遗；观测
舱外绚丽的水母，像一枚枚跳
动的音符，奏响美妙的海洋之
章；“鲸章大战”是影片的最
大亮点，故事情节扣人心弦、
惊天动地，结局更是扑朔迷
离，让人留下无限遐想……

与此同时，游客们还可以

品尝近百种美味，啤酒饮料无
限畅饮，豪华晚宴仅需160元/

位！华丽的变脸特技、神秘的近
景魔术，零距离感受传统民间
艺术与现代时尚演出的激情碰
撞。晚宴特别设置幸运抽奖环
节，千元大奖喜从天降。狂欢时
间：12月24、25日18:30-20:30，抢
座热线：0535-6792655。赶快拨
打电话吧！

晚宴、赏鲨、泡泉，三者可
同时兼得，购买套票更享优惠！
圣诞狂欢宴+鲸鲨馆夜场门票
200元/位(原价280元/位)，圣诞
狂欢宴+雨岱山温泉门票228元
/位(原价288元/位)，圣诞狂欢
宴+鲸鲨馆夜场门票+雨岱山
温泉门票288元/位(原价408元/

位)。让您徜徉于醉人的圣诞旅
途中，不虚此行。

《刚建好鸭棚，鸭子却没处卖了》追踪

国网蓬莱供电

本报记者 阳佳

12月3日，本报报道了
龙口六和丰源食品有限公
司突然倒闭，致使当地58
家养殖户断了财路的新闻
(另有2家鸭棚在建尚未投
产)。截至12月14日，已有48
家养殖户同意公司的救助
方案，另有12家养殖户因
不满现有方案，从12月9日
起围堵龙口六和饲料厂。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于飞 通讯员 潘佳 宋海利)

路某的驾驶证已经被注销达7年
之久，却无视法律仍驾车上路，心
怀侥幸去开车拉活，遇到交警便谎
报弟弟的名字，最终还是没逃得过
处罚。

12月17日上午9时左右，蓬莱
交警一中队民警在高职路口设卡
例行检查，远远驶来了一辆轻型普
通货车，但这辆车驾驶员在看到警
车后，放缓了车速并试图调头，反
常的行动引起了民警的注意，立即
赶上前拦停了车辆，并对车辆及驾
驶员进行了检查。

当民警要求出示有效证件时，
驾驶员支支吾吾地说自己名叫“路
某”，有机动车驾驶证，但是早上出
门干活着急落在家里了。民警随即
通过警务通对提供的信息进行了
核实，细心的民警发现其驾驶证信
息上的照片与眼前的“路某”并不
相像，存在极大的疑点，便将其带
回中队，做进一步处理。

在民警的劝说下，驾驶员承认
自己刚才谎报的是弟弟的姓名，自
己在2006年的时候因酒后驾驶被
暂扣了驾驶证，因嫌麻烦便一直未
去车管所处理，没想到拖来拖去，
驾驶证竟然被注销了。但他无证驾
车上路多次，也并未被交警查到，
便放心大胆的开着货车上路拉活
了，没想到当天一出门便被民警抓
了个现形。

最终，驾驶员路某因未按规定
检验车辆和无证驾驶机动车被依法
处以拘留10天、罚款1200元。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王永军 通讯员 刘鹏) 男子

喻某因组织传销，涉嫌非法经营被
网上追逃，15日刚从广东来到烟
台，准备乘船到大连。在面对民警
盘查时，他露出了马脚，随后被客
运派出所民警查获，目前喻某已被
刑拘。

15日晚8时许，烟台港公安局
客运派出所民警在环海路客运站
执勤时，发现一名男子神色慌张、
眼神躲躲闪闪，民警遂上前要求其
出示身份证接受检查。男子见民警
查验身份证，便称自己没有带身份
证，拿出了自己的驾驶证。

通过比对，男子所持驾驶证上
的照片与本人有些相似，但用的姓
名和年龄与该男子并不匹配。随
即，民警将这名男子带回派出所进
一步盘查。通过上网查询信息，该
男子驾驶证上的身份信息是假的。

经过调查得知，男子本来姓
喻，今年 8月因涉嫌非法经营罪
被湖南警方网上追逃。2009年至
今，犯罪嫌疑人喻某伙同他人以
营销南方某公司相关产品为幌
子成立了一个传销组织，组织领
导 1 0 0 0余人在南方某地从事传
销活动。

17日上午，养殖户收
到救助款项并在收条上签了
字。 本报记者 阳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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