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12019年5月15日 星期三
责编 刘建 赵越 美编 徐兴 值班主任 姜瑞胜 城事·社会

□半岛记者 刘玉凡 报道
本报5月14日讯 5月14日，半岛

记者从胶州警方获悉，近日，胶州市公安
局胶东派出所户籍民警在为群众办理户
籍业务时连续抓获5名涉嫌伪造国家机
关印章的违法犯罪嫌疑人。
3月份以来，随着青岛胶东国际机

场建设的逐步深入，新一轮征迁规划新
鲜出炉，胶州市胶东街道2019年计划拆
迁204国道周边11个村庄，为了获得更

多的拆迁补偿款，不少村民动了歪心思，
原本不符合户口迁移条件的，办理假证
件、开具假证明，抱着侥幸心理，试图拿
着假证到派出所办真证，却逃不过胶东
派出所户籍民警的“火眼金睛”，受到法
律的严惩。
3月6日，胶东街道某村居民周某某

（男，54岁，胶州人），在申请迁移儿媳妇
户口时，提供了一份伪造的失业证和无
房证明，在被胶东派出所户籍民警发现

后，周某某承认自己伪造国家机关证件、
印章的违法犯罪事实。
4月17日，胶东街道某村居民李某某

（女，28岁，胶州人），在申请丈夫的户口迁
移时，提供了一份伪造的无房证明，被民
警当场发现，经审讯，李某某承认了自己
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的违法犯罪事实。
4月25日，胶东街道某村居民杨某

某（男，40岁，胶州人），在申请迁移妻子户
口时，提供了一份伪造的无房证明，被民

警当场发现，经审讯，杨某承认了自己伪
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的违法犯罪事实。
4月30日，胶东派出所通过线索摸

排，成功将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的郭
某（女，35岁，胶州人）、李某某（男，38
岁，内蒙古人）抓获。经审讯，他们如实供
述了制作销售伪造的国家机关印章的违
法事实。
目前，5名违法犯罪嫌疑人均被依

法刑事拘留。

□半岛记者 刘玉凡 报道
本报5月14日讯 5月10日晚上

11时许，在城阳文阳路与泰城路路口，
正在夜查的巡逻中队民警与派出所民
警，发现一辆小面包车走走停停，怀疑
司机涉嫌酒驾，遂示意停车检查。该车
不但不停，反而疯狂闯卡，跑出没多远，
冲入人行道撞在灯杆上，民警急忙上前
救援，却发现司机打开车门撒腿就跑。
跑了不到300米，就被民警当场抓获。
民警发现副驾驶座上乘客胳膊受

伤，立即将伤者送往医院。面对民警，
司机百般求饶，拒不接受酒精检测。经
民警教育训诫，司机最终检测出血液
酒精含量为90 . 1mg/100ml，涉嫌醉
酒驾驶。调查中还发现，该司机除了醉
驾，还存在无证驾驶、驾驶报废车上路
行驶的违法行为。
据了解，司机方某26岁，城阳人。

当晚他驾驶面包车拉着亲戚去饭店吃
饭，他喝了两瓶啤酒，一直到晚上11
时左右，方某以为夜色已深不会被查，
就开车拉着亲戚回家，结果途中遇民
警夜查。方某涉嫌无证驾驶、驾驶已达
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路行驶，醉酒驾
驶，面临行政拘留 15天，并处罚款
3000元的处罚，还将被追究刑责。目
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等待方某
的还有民事赔偿责任。

□半岛记者 尹彦鑫 报道
本报5月14日讯 5月14日，交

警部门对社会曝光了42起不礼让斑
马线的交通违法行为和典型案例 2
起。交警部门表示，将基于智能交通系
统和大数据平台，以前海一线、学校、
医院、商圈等人车混行交通违法较为
集中的区域为重点，继续加大非现场
执法力度和路面查纠力度,及时查纠
各类“不礼让斑马线”行为。
5月13日10点05分，黄岛公安

分局交警大队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
事故现场，看到事故造成2辆车损伤，
前面的是一辆红色轿车，停在已经超
越斑马线的位置，尾箱盖被撞变形，保
险杠凹陷；后面的是一辆白色轿车，前
车牌及保险杠凹陷变形。前车驾驶员
王先生称，当驾车至斑马线附近时，发
现前方有行人，便赶紧减速刹车，让行
人先通行。后车驾驶员姜某却称，当时
前车减速太突然，避让不及撞了。
民警调取附近监控视频看到，事

发时有市民已经走到斑马线中间，前
方红色轿车减速停车礼让行人，后面
的白色轿车没能及时刹车直接追尾，
促使前车冲过斑马线，所幸没有人员
受伤。经认定，后车负全部责任。□半岛记者 刘玉凡 报道

本报 5 月 14 日讯 5月 14日凌
晨，潍莱高速交警大队三中队在灰埠
收费站执勤，当查到一辆银色面包车
时，民警对驾驶员刘某进行酒精检测，
结果为39mg/100ml，属于酒后驾驶
机动车，同时民警发现车上竟然还有

六名乘客。经询问，刘某是某驾校的教
练，事发前一晚参加婚宴喝了半斤白
酒，没想到过了一宿还能检测出酒精，
车上六人都是驾校的学员，刘某载着
他们去潍坊进行科目四考试。驾驶员
刘某因酒驾将被罚款1000元，驾驶证
记12分并暂扣6个月。

长期腹泻(慢性肠炎、功能性腹泻)要重视
如果您的生活中出现了：饮食刺激、精神

紧张就腹痛难耐，反复腹泻，有时还伴有粘
液、脓血等症状，请别忽视！患上了急慢性肠
炎(小肠、结肠、直肠粘膜炎症)、功能性腹泻、
肠易激综合征等引起的腹泻应及早治疗。
贵州万顺堂药业生产的安场牌鞣酸苦参

碱胶囊，质量标准起草单位，用于功能性腹
泻、急慢性肠炎、肠易激惹综合征引起的腹
泻。拉肚子、有肠炎，请选用安场 鞣酸苦参
碱胶囊，治肠炎止腹泻，老年少儿均可使用。
长期腹泻患者应按疗程使用，巩固疗效。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
和使用。
【适应症】：用于功能性腹泻和急慢性肠
炎、肠易激惹综合征引起的腹泻。
【禁忌】：尚不明确；
【不良反应】：少数人有头昏、嗜睡、恶心
等症状。
联系电话：4000809577

18661627835
经销药店：医保城连锁各药店、国风连锁各药
店、众生连锁各药店、成大方圆连锁各药店、

利群连锁各药店、丰硕堂
连锁各药店、海王星辰连
锁各药店、百姓阳光各药
店、北京同仁堂各药店、
一丰堂各药店、春天大药
房等、鹤春堂大药房等、
德全堂药店等、益安堂药店等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52020688
网址：http：//www.gzwst.org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黔药广审(文)第2019030034号

有些胃热津亏、阴虚郁热的人群，因熬
夜、烟酒过量、多食辛辣肥腻、工作压力大，有
时会出现：口臭、口苦口干、胃灼热痛、口腔溃
疡、肠燥便秘等症状，胃热津亏、阴虚郁热上
蒸所致的上述症状可用养阴口香合剂。
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的高原苗药养

阴口香合剂，国药准字，选用贵州名贵金钗石
斛鲜品入药，从药材源头把关，精选十余味地
道药材而成。具有三大功能：滋阴生津、清胃
泻火、行气消积，用于胃热津亏、阴虚郁热上

蒸所致的：口臭、咽干口苦、口舌生疮、齿龈肿
痛、肠燥便秘、胃灼热痛等症。一次30毫升，一
日两次。疗程服用方法详见说明书。
【功能主治】：清胃泻火，滋阴生津，行气
消积。用于胃热津亏，阴虚郁热上蒸所致的口
臭，口舌生疮，齿龈肿痛，咽干口苦，胃灼热
痛，肠燥便秘。
【禁忌】：尚不明确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

使用。
本品可刷医保卡
经销地址同下

联系电话：
4000809577
18661627835

国药准字z20025095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网址：http：//www.gzwst.com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黔药广审(文)第2019030031号

口臭口疮便秘胃难受，怎么办
口臭口苦口干对因治疗要重视 治口臭口疮养阴口香合剂有信心

安场
В
鞣酸苦参碱胶囊 - -治肠炎止腹泻 拉肚子用安场

В
鞣酸苦参碱胶囊

OTC 甲 类

伊甲В复方聚维酮碘搽剂治疗灰甲有信心

灰 甲 不 灰 心
治 疗 有 方 法
灰指(趾)甲是“甲癣”的俗称，

是病原真菌引起的甲感染。患了灰
指甲的患者在潮湿的环境和季节，
不注意个人卫生或人为的使指甲
表面组织不断受异物侵蚀破坏，指
甲愈加脆弱，更容易感染或复发。
灰指甲变形、发黑(黄)让人难堪，更
需及时治疗，避免传染健康指甲或
其它部位感染。灰指甲患者选药，
请认准国家批准的正规产品。
您有灰指甲，请别灰心！请用

国药准字药品--伊甲牌复方聚维
酮 碘 搽 剂 ( 国 药 准 字
H52020539)，贵州万顺堂药业
有限公司生产，用于甲癣、手癣、足
癣、体癣、头癣、花斑癣，并发细菌
感染也可使用，也用于疖、蚊虫叮
咬、手足多汗症。对真菌、细菌等均
有效，还能软化指甲角质层，增强
药物皮肤渗透。涂搽本品于患甲，
坚持使用至新甲长出。每天1～2
次。简单又方便，坚持治疗有信心。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
下购买和使用。
【适应症】：1、用于足癣、体癣、

头癣、花斑癣、手癣、
甲癣；并发细菌感染
也可使用。2、用于疖、
蚊虫叮咬、手足多汗
症。【禁忌】：尚不明确
【不良反应】：偶见皮肤刺激如烧灼
感，或过敏反应如皮疹、瘙痒等。
网址：http：//gzwst.com.cn
黔药广审(文)第2019030035号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52020539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4000809577 18661627835
经销药店：医保城连锁各药店、北
京同仁堂药店等、国风连锁各药
店、众生连锁各药店、成大方圆连
锁各药店、利群连锁各药店、丰硕
堂连锁各药店、海王星辰连锁各药
店、同方连锁各药店、一丰堂连锁
各药店、春天大药房等、紫光大药
房等、保康大药房等、富康大药房
等、李健大药房等、恒生堂大药房
等、鹤春堂大药房等、健联药店等、
德全堂药店等、益瑞堂药店等、益
安堂药店等

OTC 甲 类

OTC 乙 类

В

教练拉学员去考驾照，一查是酒驾

驾校教
练因酒驾被
查。（警方供
图）

无证醉驾遇交警，逃跑撞灯杆
酒司机弃车逃跑300米被抓获，将被追究刑责

为获补偿款，伪造证件被抓
试图拿假证办真证，胶州5人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印章被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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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车礼让斑马线
后车刹车不及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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