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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郑小艳）3 月 12 日，记者获

悉，我市查获一起虚假宣传案，船山区一健康咨询服

务部因在经营中对其经销商品的功能作虚假的商业

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被处以罚款 20 万元。

“该健康咨询服务部共有北门店、嘉兴店等 10 家

会销门店，各门店均以赠送金线莲、雪猪油等小礼品

吸引老年人听课，推销保健品。”据执法人员介绍，该

健康咨询服务部在活动现场播放《一号预苗》视频，宣

称“一号预苗”是口服的疫苗，可以预防肿瘤和癌症，

对高血压、高血脂、中风、肿瘤等心脑血管疾病和软组

织挫伤、风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等骨关节疾病都有

显著的预防和控制效果。经查，该视频还引用党和国

家领导人参加会议的视频，并在视频画面醒目位置标

注“一号预苗肝蛋白”字样。

“经过核查，‘一号预苗’本名‘索正牌清和软胶

囊’，批准文号：国食健字 G20080444，保健功能：辅助

降血糖、辅助降血脂。”执法人员介绍，仅在一场会销

活动中，就有 144 名老年人购买“一号预苗”，费用达

60.94 万元。执法当天，当场退还费用 40 余万元。

鉴于当事人采取欺骗、误导的商业宣传手段，且

会销涉及消费者众多，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影响极其

恶劣，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

相关规定，近日，市市场监管局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

行为，处以罚款 20 万元。

老人患病怕生人
民警“便装”上门服务

3 月 13 日，经开区新桥镇小坝村村文书

打电话给市公安局经开分局新桥派出所反

映：村上有一名患病老人，急需办理身份证，

但是老人患病后怕生人，怕穿制服的人，甚至

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了解情况后，市公

安局经开分局新桥派出所民警结合所内工作

实际，决定来一次“便装”上门服务，帮助老人

采集证件照。

当天，在村文书的带领下，身着便装的民

警带着相机来到了老人家中，民警先与老人

聊家常，等老人不再那么抗拒接触后，民警慢

慢的让老人帮忙配合拍照，最终，成功为老人

采集到了证件照。而这一次的“便装”上门服

务，也赢得了村民的一致赞扬。

（何柏兵 全媒体记者 贺建平）

宣称可预防肿瘤和癌症
一健康咨询服务部被罚 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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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了 解 ，2019 四 川 花 卉（果

类）生态旅游节以“生态旅游创新

发展助推消费扶贫”为主题，将举办

主会场活动两场、分会场活动 93
场，覆盖成都、眉山、阿坝、雅安等

16 个市（州）的崇州市、金川县、汉

源县等 54 个县（市、区），其中花卉

23种、果类 21种。主会场设眉山。

第三届眉山樱花节将从 3月 18
日延续到 4月 8日。期间，将同步举

办第三届中国森林健康养生论坛暨

生态旅游创新发展推进会、第二届

眉山东坡国际半程马拉松赛、全省

贫困县生态旅游产品展示展销、自

然生态教育体验大课堂公开课等系

列主题活动和舞林大会、创意市集、

摄影展等配套活动，还将推出“眉山

浪漫樱花之旅”一日游、二日游、三

日游等精品线路 20余条，串联起眉

山境内两区四县的重点景区和特色

乡村生态旅游景区景点近 40个，掀

起眉山深度文化游、生态康养游、美

食美景游、研学教育游热潮。

近年来，眉山市委、市政府坚

持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始终，以举

办眉山樱花节等一系列绿色生态

旅游节会为突破，持续推动绿色发

展，其生态旅游受到省内外游客的

广泛青睐，成为眉山的又一新名

片。 2018 年，全市共接待游客近

4800 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 400 亿

元，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特别

是第二届眉山樱花节当月，全市接

待游客突破 500 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超过 40 亿元。

据介绍，第三届眉山樱花节，

将继续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延续“绿化全川、樱漫眉

山”主题，通过举办系列精彩纷呈、

内涵丰富的活动，坚定不移地沿着

绿色发展路径，不断巩固绿色发展

成果，全面展现绿色生态这一眉山

最大财富、最大资源的魅力，为眉

山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

市和国家森林城市、建设环成都经

济圈开放发展示范市增绿添彩。

（全媒体记者 贺建平 图由眉

山日报社提供）

交警多路口设卡检查
今年已暂扣50余台老年代步车

3 月 13 日上午 9 时，在市城区滨江路与

北河街交界附近，几名交警严阵以待，注视

着周边路况。一旁，数辆老年代步车整齐地

停放路边，几名驾驶员正在路边讨论着什

么，显得一脸“无奈”。

“这些老年代步车都属于‘三无’车辆，

是被依法暂扣下来的，旁边这些是刚刚接受

处理的驾驶员……”还未等交警介绍完，又

一辆代步车出现在了交警的视线。记者看

到，一辆老年代步车正在机动车道上飞快行

驶，并不断变换方向，企图在车流中避开交

警的视线。见此情形，交警迅速上前将其拦

停至路边。经核实，该车属于“三无”车辆，

根据《道安法》相关规定，交警对该车进行了

依法暂扣，并对驾驶员进行了处罚。

据了解，从今年 1 月至今，市公安局交警

部门在市城区各个路口设卡设点，共查处

“三无”老年代步车 50 余台。

危险系数高
老年代步车事故多发

“如今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都不符合

标准，一旦上路就存在很大安全隐患。”据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很多老年

代步车起步猛、底盘轻，特别容易发生倾斜，

并且该类车刹车构件较为单薄、零件容易损

坏，故障率也高，行驶中需要很大的力才能

刹住车，对于老年人来说非常危险。同时，

这类车也未进行碰撞测试，也没有安全防护

措施，危险系数高。

2018 年 11 月 16 日，在河东新区旗山路附

近，一辆载人老年代步车在机动车道行驶中

横穿马路，与一辆正常行驶的轿车相撞，造

成代步车上驾驶员及乘客受伤；2019 年 3 月

1 日，在市城区和平路中医院附近，一辆老年

代步车由西向东行驶时，因车速较快，加之

刹车不及时，撞上一名路边的环卫工人，造

成该名环卫工人受伤……

据统计，2018 年至今，市城区共发生关于

老年代步车的交通事故 150 余件。

持续加大整治宣传力度
老年代步车上路将面临严处

“很多人认为法律对老年代步车的约束

只是劝导，其实不然，交警除了依法暂扣车

辆还可对其进行罚款，甚至行政拘留。”该负

责人称，市面上的老年代步车属于机动车管

理范畴，按照《道安法》规定，机动车上路必

须办理正规机动车车牌和驾驶证。但代步

车不符合国标（GB）机动车安全运行技术条

件，不能列入国家机动车产品名录，无法在

车管所登记，不允许上路行驶。若代步车上

路行驶，将按照《道安法》中无牌无证行驶处

罚，驾驶员将面临罚款 1100 元，最高 15 日的

行政拘留的处罚。若引发交通事故，涉嫌交

通肇事罪的，还将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该负责人表示，近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将继续在市城区各大路口设卡设点，并通过

巡查与定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对老年

代步车的整治力度。同时，也将在整治过程

中做好劝导和宣传工作，让大家了解老年代

步车的危害性，让其自觉遵守交规。

（全媒体记者 吕苗）

广告

老年代步车隐患重重 血的教育历历在目

交警：你青睐的代步车并不安全

酒驾被查 打交警还砸警车
交警：已移交派出所

3 月 13 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二大

队在开展酒驾专项整治行动中，查处一名酒

后驾驶且暴力抗法人员。目前，该酒驾男子

已被移交凯旋路派出所进行处理，将被严处。

当日晚上 10 时许，在市城区开善东路与

银河路交界路口，交警正设卡对过往车辆进行

检查。此时一辆轿车在交警的指挥下，缓缓驶

进检查区域。按照检查流程，交警对该车驾驶

员的相关证件进行了检查，同时使用呼气式酒

精检测仪对其进行了检测，发现该驾驶员酒精

含量为 41.4mg/100ml，属于饮酒驾驶。对于此

次检测结果，该驾驶员提出异议，执勤交警按

照相关规定将其带至遂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提

取血液样本，以作检测。

让交警没想到的是，刚刚比较配合的驾

驶员却突然“翻脸”，不断用言语挑衅辱骂执

法交警。见此情形，交警立即上前准备将其

控制。看到交警上前，该驾驶员顿时像“发了

疯”一样挣脱，并使用医院的防滑提示牌对交

警和警车进行打砸，造成其中一名辅警面部

皮肤挫伤，右手掌骨折，警车受损。随即，交

警迅速将其控制。目前，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直属二大队已将该酒驾男子移交凯旋路派出

所进行处理，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全媒体记者 吕苗)

多年不支付儿子抚养费
一母亲被司法拘留

“我错了，是我不懂法，以后一定好好抚

养孩子成人 ......”近日，在被蓬溪县人民法院

司法拘留后，多年不支付儿子抚养费的女子

何某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1995 年底，贾某与何某相识相恋并结婚，

生育一子。婚后，两人因感情不和，何某起诉

离婚。2012 年 6 月，法院判决准予离婚，何某

需一次性支付贾某经济补偿 15000 元，并每月

支付其儿子抚养费 300 元至成年。但直到

2012 年 8 月，何某一直未予支付，于是贾某申

请强制执行。

受理该起执行案件后，蓬溪县人民法院

立即展开强制执行。这时，何某却玩起“躲猫

猫”，长期杳无音信。2019 年 2 月初，贾某终

于找到何某，执行员接到线索后迅速集结力

量，冒雨赶到何某所在地。因何某仍拒不履

行法定义务，蓬溪县人民法院遂决定对其司

法拘留十五日。

何某在被拘留期间，经干警耐心劝导，认

识到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严重

后果，承诺以后一定会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

好好抚养孩子成人。鉴于何某与申请执行人

贾某达成执行和解长期履行协议，除已支付

经济补偿费 15000 元外，还履行了部分抚养

费，蓬溪县人民法院遂提前解除了对何某的

司法拘留。 （徐林 全媒体记者 郑小艳）

赏浪漫樱花 游美丽眉山

第三届眉山樱花节18日隆重开幕

3 月 18 日上午，由四川
省林业和草原局、眉山市人民
政府主办的 2019 四川花卉
（果类）生态旅游节主会场暨
第三届眉山樱花节在眉山樱
花博览园拉开帷幕。

近年来，一种类似QQ小汽车的老年代步车走进
了人们的生活，因价格便宜、操作简便，备受广大中老
年人的青睐。生活中，不少市民将它用于休闲出行、
接送孩子和日常买菜等活动，却不知这类车辆普遍存
在车身轻、速度快、制动性能差等安全隐患，时常引发
交通事故。据市公安交警部门统计数据显示，自2018
年以来，我市因老年代步车引发的交通事故达150余
起。对此，我市公安交警部门持续展开专项整治，在
市城区已查处老年代步车700余台。交警部门提醒：
老年代步车，存在很大安全隐患，驾驶此类车辆上路，
将面临扣车、罚款，乃至行政拘留的处罚。

社会关注

“被告人杨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3
月 11日下午 2点 38分，在安居区人民法院法庭上，随着法官手中的法

锤敲下，一起交通肇事案当庭宣判，整个庭审仅用 8分钟。

从起诉到开庭4个半小时

2018 年 9 月 2 日，被告人杨某驾驶小型轿车在省道 205 线磨溪

境内，违规倒车将行人陈某撞倒，致陈某死亡。经市公安局安居区

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被告人杨某负全责。被告人杨某赔偿了

损失并取得谅解。

2019 年 3 月 11 日上午 10 点，安居区人民检察院将该案移送起

诉至安居区人民法院，并建议对该案适用认罪认罚速裁程序。立

案后，法官审查了案卷材料。

“该案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速裁程序。”当天上

午 11 点，安居区人民法院即向杨某送达了起诉书、告知了诉讼权

利。3 个半小时后，也就是下午 2 点 30 分，该案公开开庭审理。

开庭到宣判仅仅8分钟

法庭上，安居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人员、被告人杨某出席庭审。

“被告人杨某，你是否自愿认罪认罚？”“是”“是否同意适用速

裁程序？”“同意”在宣读了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

律规定后，检察官简要说明了犯罪事实、罪名、量刑意见、刑罚执行

方式及证据。听取了被告人的意见后，庭审直接进入了最后陈述

环节。随后，法锤敲响，本案当庭宣判——公诉机关指控成立，法

庭予以支持。

由于杨某具有自首情节，赔偿了损失取得谅解且自愿认罪认罚，

可从轻、减轻处罚。最终，杨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

从开庭到宣判，整个过程仅 8 分钟。宣判后 10 分钟，被告人杨

某就领取了判决书。 （尹晓鸿 全媒体记者 郑小艳）

男子犯交通肇事罪认罪认罚
开庭后 18分钟领到判决书

交警查处代步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