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拿拿假假证证蹭蹭公公交交被被拘拘留留五五天天
该女子所持证件为伪造的残疾军人证，想占便宜却吃了大亏

烟烟台台经经侦侦““互互联联网网++传传媒媒预预警警””成成效效明明显显
经济犯罪案件受理数同比降四成

患患者者朋朋友友：：对对不不起起，，仅仅剩剩55个个名名额额了了
“白癜风科学大讲堂”报名还剩最后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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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食药监

清查问题面膜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蒋
大伟 通讯员 李晓林 ) 近
期，市公交集团加大了对持假
证免费乘车的查处力度，5天的
时间内已经查处了100多本假
证件。12日，奇山派出所依法对
持伪造残疾军人证坐公交车的
王女士进行了传唤。13日，王女
士被行政拘留5日。

8日早上8点左右，一辆41

路公交车行驶到市区鲁东大学
站点时，一名女子拿着红色的

“伤残军人证”上车，司机要求
查验证件后发现该证件为假
证，随后将该证件没收，该女子
随后下车离开。

“拿到假证后，我们到民政
部门通过其系统检索到根本就
不存在该证的信息，民政部门
也给出具相关的证明材料。”烟
台市公交集团保卫处副处长郭
洪涛说，随后，他们调取了当日
车上的监控视频，向芝罘区奇
山派出所报案。

“接到报案后，我们通过该
证件上显示的个人信息进行检
索，结合监控视频，迅速地锁定
了当事人，向当时的公交司机
了解了情况。”奇山派出所副所
长马建军说。

12日20时左右，奇山派出
所将违法嫌疑人王女士传唤到
案。据了解，王女士今年30多
岁，于今年年初通过路边野广
告咨询办理了假残疾军人证
件。

“残疾军人证件能享受免
费乘坐公交车，以及免费参观
公园、博物馆等场所。”马建军
说。

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
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买卖或
者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家机关、
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
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
件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
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
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
以下罚款。

“鉴于王女士为初次购买
假残疾军人证件，而且使用时
间较短，属于情节较轻，王女士
将面临五日的行政拘留。”马建
军说，“王女士承认自己使用假
证蹭公交车，但是其没有想到
后果这么严重，更是没有想到
会被行政拘留。”

“一元钱的公交费都能承
担得起，但是个别市民为了贪
占小便宜，伪造国家的相关证
件免费乘车，最后被处于行政
拘留。”马建军说。

“近期，市公交集团反映

在各个线路上持有假证件乘
车的市民越来越多，给公交集
团带来了损失，也侵犯了国家
的公信力，我们近期将根据公
交集团的反映，加大对持有假
证乘车的查处力度。”马建军
说。

“我们从8日到12日5天的
时间内已经从各个路线收了
100多本假的证件，后期我们将
到民政部门一一进行检索，落
实后反映到公安机关，对相关
假证件的持有人追究其法律责
任。”郭洪涛说。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张
琪 通讯员 徐忠 杨镇
永文 实习生 刘园园 ) 记
者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获悉，
到7月底，今年全市经济犯罪
案件受理数同比下降39 . 4%，
立案数下降15 . 9%，涉案金额
下降78 . 2%。这些数字下降的
背后，是烟台经侦“互联网+传
媒预警”在发挥重要作用。

市公安局在打击经济犯
罪工作中，充分发挥“互联网

+”的强大威力，不断拓展预
警空间，确保市场主体和社
会公众从防范中受益，使涉
众型经济犯罪呈现出大幅下
降格局。

“互联网+传媒预警”是将
预防经济犯罪，从平面媒体延
伸到网络时空，“一端双微三
网”则是烟台市公安局经济犯
罪侦查支队借助互联网，搭建
的护航企业、关注民生的预警
服务模式。

立足微信微博，建设防范
服务平台。去年4月以来，“烟台
经侦”和所辖12个县市区经侦
微信公众号及微博相继开通运
行，每天推送预警信息，介绍典
型案例，传播防范常识，与公众
共享心灵鸡汤。网民“曲慈惠”
在留言中说：非常感谢“烟台经
侦”这个栏目，每天必读确实受
益匪浅，掌握了许多法律及健
康常识。

依托“互联网+”，拓展预

防犯罪覆盖面。2014年3月，市
公安局经侦支队在中国警察网
开通了“烟台经侦”专门网页，
今年又积极同烟台本地网站沟
通协商合作建网。

据了解，除案件受理、立
案数量大幅下降外，涉众型的
非 法 集 资 立 案 同 比 下 降
35 . 4%；组织领导传销犯罪案
件同比下降67 . 2%。集资诈骗、
假币等其他涉众型经济犯罪
几近销声匿迹。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孔雨童 ) 由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全国名中医学术研究专业
委员会主办发起的全国大型
白癜风病科普巡讲“白癜风
科学大讲堂”走进百城公益
活动，明天上午将在我市碧
海饭店如期举行。因会场坐
席 有 限 ，仅 还剩 5 个 听 课 名
额。白癜风究竟因何而起？到
底能不能彻底治愈？如何进
行科学有效的防治？生活及
饮食应注意些什么……所有
你关心的问题，都能得到最
科学实用的答案。

参加过讲座的王先生说：
“得病后去过不少医院治疗，都
是先盲目治，没有效果再放弃，
几年下来病没治好，还耗费了

很多精力和血汗钱，听专家一
讲，我才相信这个病完全能治
好，之前对自己的病不了解，走
了太多冤枉路。”

巡讲专家韩梅海研究员
向记者介绍：“目前白癜风行
业医患信息很不对等，患者往
往处于弱势，很多时候是花钱
买教训，主要是对白癜风缺乏
科学防治常识的认识，希望能
通过大讲堂这种形式，为患者
提供一个公开透明的知情平
台。”据了解，此次活动还将针
对家庭困难的患者开展全额
及部分救助。
讲课时间：8月15日上午9:00—
11:00

讲课地点：碧海饭店3楼世纪厅
(烟台市博物馆对过)

乘车线路：可乘1、2、5、10、45、
51路公交车抵达

听课需提前报名，电话：400-
6567-178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秦雪
丽 通讯员 丁波 ) 近期，在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全国范
围组织开展面膜类化妆品监督抽
检中，发现8批次产品存在非法添
加禁用物质、违规使用限用物质等
问题。

市民发现有销售涉嫌不符合
要求化妆品的，请拨打12331电话
投诉举报。

主讲专家

韩梅海，研究员，全国著名
白癜风研究专家，清华大学硕
士、中国社科院博士，是国家级

“黑白同治”治疗白癜风新技术
研创者之一、中医药学会理事。
他潜心白癜风研究23年，在中医
药治疗白癜风研究方面取得重
大突破，参与完成国家火炬计
划、科技攻关计划等科研课题20

多项，获国家发明专利2项、科技
进步奖10多项。并出版白癜风医
学专著10余部，在国内外核心期
刊发表学术论文 1 0 0多篇。多次
作为全国中医药皮肤界代表出
访欧美等国家，在白癜风研究领
域享有较高声誉。

据了解，目前国内很多城
市已经实行免费人群上车刷
卡识别。目前，烟台市公交集
团已经上报了免费证件实行
刷卡的申请，有望年底前投入
使用。

“日常过程中我们在线

路上识别相关证件存在一些
障碍，识别不准确，容易与乘
客产生正面的冲突，近期在
查处假证件的过程中就有 6

位司机被乘客殴打。”烟台市
公交集团保卫处副处长郭洪
涛说。

“我觉得能享受免费乘坐
公交的特殊人群，可以为其办
理一张电子卡片，上车后可以
通过刷卡识别，能提示为免费
卡，这样就让这些假证没有了
用处。”一位公交司机说道。

本报记者 蒋大伟

近期，各个线路上司机收的假证件。 本报记者 蒋大伟 摄

免费证件上车刷卡

有望年内实行

相关链接

今年以来，工行烟台分行认
真制定廉政警示工作计划，主要
是抓好五个层次“大课堂”教育学
习，推进全行廉政警示教育的积
极展开。

一是加强党员党课教育。落实
好分行党委统一部署的“中心组”
学习制度，每个党委班子成员每季
度在全行党员党课教育进行授课，
积极按期参加联系支行的党员大
会并授课讲座。二是纪检监察管理
人员进行廉政教育专题培训。纪委
监察室组织了全行纪委书记、分行
部门纪检员、监察室全体工作人员
廉政学习培训班，围绕中心工作，
全面讲解部署省纪检监察各项新
的会议精神。三是联合行外机构开
展教育活动。与公检法和地方纪委
等行外机构联合开展，充分利用检
察院与该行已经建立起的《预防工
作通讯》平台，参与《预防工作通
讯》刊物责任编辑，组织好干部群
众到检察院教育基地接受廉政案
防文化教育的活动。四是加强履职
培训。积极聘请了北京、上海等地
一流的专业培训机构开办培训班，
对全体网点负责人和客户经理进
行一个轮次的业务培训，提高网点
负责人客户经理的履职能力和水
平。五是抓好全行业务理论常态学
习。坚持每月学习日安排，重点督
导和加强对党员学习笔记的检查，
并通过廉政建设责任制保证学习
制度的落实。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柳斌)
8月15日，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

日，也是烟台防空防灾警报试鸣
日。烟台将于15日9：30至10：00，在
全市各县市区城区试鸣防空 (防
灾)警报。

工商银行烟台分行

加强“大课堂”教育

15日

烟台将拉响防空警报

图为“白癜风科学大讲堂”首站在烟台市博物馆会议报告厅开
讲时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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