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0月19日讯(记者 孙
丽娟 通讯员 张大伟) 16日
和17日，威海市高速公路交警
支队在卡点例行检查时，查获两
名吸毒司机。目前，案件正在审
理中。

16日17时许，高速公路交
警支队民警在对一江苏牌照
小型越野车检查时，驾驶员任
某称未随身携带驾驶证。说话
时，任某的神情恍惚、眼神迷
离，行为可疑。通过网上查询，

民警得知任某有过吸毒史。随
后，民警对任某的车辆进行检
查，在车内发现了吸毒所用的
锡箔纸及疑似毒品残留物。经
检测，任某尿液样本呈阳性，
确为吸毒。

17日6时许，民警在对一江
苏牌照小型轿车例行检查时，发
现轿车驾驶员马某神情异样，疑
似吸毒，网络查询显示其有吸毒
史。后经检查，马某尿液样本也
呈阳性。

目前，高速公路交警支队已
经把案件移交至临港区公安分
局特巡警大队，案件正在进一步
处理中。

相关链接

毒驾的危害：
人在吸毒品后，精神极度

亢奋，会出现妄想、幻觉等现
象，会导致驾驶人脱离现实场
景，判断力低下甚至完全丧失
判断。英国有研究表明，酒后

驾车比正常反应时间慢 1 2%，
“毒驾”则比正常反应时间慢
2 1 % ，驾驶能力严重削弱。目
前，较为流行的毒品多为兴奋
剂一类，有严重的致幻性。在
这种状态下驾车，极有可能造
成重大交通事故，毒驾正作为
一种新的危险驾驶罪危及到
人们的安全。根据《道路交通
安全法》的规定，“毒驾”和“酒
驾”都是机动车驾驶员上路前
绝对禁止的行为。

““安安利利纽纽崔崔莱莱营营养养中中国国行行””走走进进山山东东

路边轿车

引出逃犯

啥手续没办

就开起酒吧

本报10月19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尹杰鑫) 自今年8月

份起，李某等8人合资开了一家酒
吧，而这家酒吧什么手续都没有。
日前，这一酒吧被环翠警方取缔。

日前，有市民向公安环翠分局
治安大队举报，在市区世昌大道附
近的一架酒吧内，有营利性陪侍活
动。治安大队立即组织20多名警
力，对该酒吧进行了突击检查。

经查，这家酒吧于今年8月份
开业，为李某等8人共同出资。而这
家酒吧不仅没有消防安全许可、也
没有卫生许可证，甚至连营业执照
都没有。根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相关规定，环翠警方责令该酒吧立
即停止非法经营，依法予以取缔。

治安大队民警介绍，开设酒吧
不仅需要到工商部门办理营业执
照，还因为涉及卫生饮食方面的经
营，需要到卫生部门办理卫生许可
证，又因为酒吧属于特种行业，还
需要消防部门审批、公安部门许
可。

本报10月19日讯(记者 王
帅) 17日，由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指导、多健康数字频道协办、安利
(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支持的
“2014安利纽崔莱营养中国行”第
六站分站活动在济南举办。营养
与健康教育专家共聚一堂，就如
何通过补充营养、改变生活方式

进行体重管理进行探讨。
肥胖，是全球最严重的“流行

病”，更是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
等慢性病的诱因。2010年山东省
第三次国民体质监测显示，经济
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均是
男性超重率、肥胖率均显著高于
女性人群，腰臀比异常率则是女

性高于男性。在场专家一致认为，
进行体重管理的精髓是“管住嘴
迈开腿，吃动平衡保健康”。

活动最吸引人的部分，莫过
于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执行会
长王旭峰带来《健康减重的十大
黄金法则》。

十大黄金法则是：控制食物

总热量。科学调整膳食，可有效控
制能量摄入；合理分配三餐，严格
控制晚餐；主食粗粮、薯类最佳，
减少精制碳水化合物；常吃适量
的鱼、禽、蛋和瘦肉；严格控制油
脂；戒酒最好，少饮限量；每天足
量饮水，远离含糖饮料；多吃蔬菜
水果；合理选择零食；坚持锻炼。

乳乳山山查查获获1122万万元元假假币币
6名嫌犯被刑拘

本报10月19日讯(记者 孙丽
娟 通讯员 王涛 马志云)

日前，乳山警方打掉一持有、使用
假币的团伙，抓获6名犯罪嫌疑
人，缴获假币12万余元。犯罪嫌疑
人利用赶集摆摊之机，用手中假
币调换受害人手中的真币。

近期，乳山市假币违法犯罪
活动时有发生，特别多发在乡镇
集市。15日上午，乳山一市民反
映，在某小区对面市场有人使用
假币。银滩派出所民警赶到现

场，获知使用假币者的体貌特征
等基本情况。民警在市场内巡逻
查找，发现一名卖大枣的商贩与
报警人描述较吻合，该商贩孙某
自称是安徽人，来乳山做生意。
随后，民警在该商贩的口袋里搜
出5张百元面额的假币，且在现
场发现了一辆可疑车辆。在孙某
的租房内，民警又搜出了40张百
元面额的假币。

在孙某住处附近，民警发现
了另外一辆可疑车辆，并对车主

杜某的住处进行了依法搜查。在
搜查过程中，一名可疑男子在现
场左顾右盼，行为可疑。民警将可
疑男子控制住，在其身上当场查
获5张百元面额的假币，但该男子
拒不透露住处。后在热心市民的
帮助下，民警找到了该可疑男子
孙某某的租房。经搜查，民警在三
人的住处共计查获12万余元的百
元、十元和五元的假币，其中大多
数面额假币号码为HB90237041、
M3W9605155、HB90237039。

经查，犯罪嫌疑人孙某、孙某
某和杜某对持有并采用假币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三名犯罪嫌疑
人驾车以市区为中心，向乡镇辐
射作案，在集市上利用摆摊的名
义，趁受害人不注意时，用手中的
假币调换受害人手中的真币。因
涉嫌持有、使用假币罪，三人已被
刑拘。另外，还有三名犯罪嫌疑人
为女性，因哺乳或怀孕暂未采取
强制措施，有关假币来源、去向的
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9966人人获获环环翠翠区区经经适适房房选选房房号号
符合条件市民10月28日到黄金顶小区选房

本报10月19日讯(记者 王
帅 通讯员 李善善) 18日上
午，环翠区黄金顶小区三期经济
适用房公开摇号，96户符合条件
的市民参加摇号并全部获得了
选房顺序号。10月21日——— 22
日，获资格的市民可到环翠区政
务服务中心住建局窗口领取选
房通知单，并于本月28日到黄金
顶小区选房。

此次96名申请人进入摇号
程序，18日上午，申请人的选房
顺序通过公开摇号确定。摇号采
用计算机数据库随机算法，每轮
摇号后都会提取已摇出的号码，
将原有号码全部打乱，重新排
列，随机抽取，保证摇号的公平
公正。现场，2位市民被选为摇号
代表，在公证人员的公证下，他
们依次上台完成摇号，公证人员

当场宣布96名申请人的摇号结
果。

摇号信息全部张贴在环翠
区住建局一楼大厅，并在威海住
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网站、环翠
区政府网站及区住建局网站上
公布。摇号结果，10月21日———
22日，获选房资格市民本人持身
份证到环翠区政务服务中心住
建局窗口(望岛红绿灯西60米路

北)领取选房通知单，并于本月
28日到黄金顶小区现场选房和
办理购房手续。

黄金顶小区三期经适房均
为多层，户型为两室一厅一卫，
面积在70平方米/户左右。经济
适用房的基准价格最终确定为
每建筑平方米2942元，楼层不
同，每套住房的实际销售价格有
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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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两天天里里，，交交警警连连查查两两起起““毒毒驾驾””
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今日刮大风
明后天较凉

““穿穿新新衣衣””
近日，威海市政展开秋季树

木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刘公岛景
区的绿化带内，工作人员正耐心
地往树干上粉刷名为石硫合剂
的药物，此药物是一种既能杀菌
又能杀虫、杀螨的制剂，并且对
树木还有一定的保温作用。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本报10月19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迟亮) 19日，文登巡警

在路边发现一辆轿车，认出该车属
于一逃犯所有。不多时后，民警将
车主桂某抓获。目前，桂某因涉嫌
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

19日11时许，文登巡警大队民
警巡逻至文山路某KTV门前时，发
现了一辆停放在此的银灰色中华
轿车。民警想起，该车很可能是网
上通缉逃犯桂某的。经信息比对，
最终证实该车车主正是桂某。民警
随即在中华车四周布控。14时许，
桂某从某火锅店出来，准备驾车回
家，被民警当场抓获。

经查，今年8月18日晚，桂某与
他人在文登市区将一人砍伤，涉嫌
寻衅滋事罪被警方追捕。

本报10月19日讯(记者 王震)

受冷空气影响，20日下午到21日
白天，海上风力6～7级逐渐增强到
7级阵风8～9级，气温下降，预计最
高气温在17℃左右，内陆最低气温
或降至9℃左右。

20日，多云间阴，东北风沿海6
到7级，内陆4到5级，温度沿海16℃
到19℃，内陆15℃到20℃，市区
16℃到19℃。

21日，多云，北风沿海7级阵风
8到9级，内陆5到6级，温度沿海
14℃到17℃，内陆11℃到17℃，市
区14℃到17℃。

22日，多云到少云，北风沿海6
到7级阵风8级逐渐减弱到5到6级，
内陆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温度沿
海12℃到18℃，内陆9℃到19℃，市
区12℃到18℃。

13日，受大风天气影响，威海
电网并网风电机组出力达到78 . 1
万千瓦，创出历史新高。当日风电
上网电量达到1600万千瓦时，超出
今年最大单日风电量33%。此前，威
海今年最大单日发电量出现在5月
2日，风电发电量1185万千瓦时。

记者 许君丽
通讯员 蔡海沧 连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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