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灯禁行？

北大教授申请信息公开

前日，新浪微博认证信息为“北京

大学教授吴必虎”的微博称，已就“黄灯

禁行” 向公安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

求公安部公开“黄灯禁行”的执法依据。

据公开资料显示， 吴必虎是北京大学城

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必虎称，交通信号灯的法律、条例

和规定，应该有书面文件作为执法依据。

但在2011年修订的“道路交通安全法”、

2004年通过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

例”及2012年通过的“机动车驾驶证申

领和和使用规定” 等3种涉及交通信号

灯法规文件皆未见“黄灯禁行”的明文

规定。

（新闻晚报）

四川破获特大跨省制售假药案

涉及假冒“健胃消食片”等56种常用药25万余片

昨日上午9时40分， 天府大道与府

城大道路口，交警六分局执勤民警钟晓

周挡下一辆号牌为川A T Z 523的出租

车。当时，这辆出租车正沿天府大道由

新会展中心往城区行驶。 交警发现，该

出租车的后车牌磨损严重，反光涂层几

乎已全被磨掉。 由于其后车牌涉嫌污

损，司机被传唤至六分局接受调查。

交警介绍， 该车后牌照所有字样表

面反光涂层均有被打磨痕迹， 在正常光

线和特定光线下，无法发挥反光作用，后

牌照Z、5、2、3等字样部分缺损、 模糊，无

法正常识别， 涉嫌故意污损机动车号牌

违法。 司机陈某在接受交警调查时称，

后车牌之所以磨损，是“洗车的时候洗

花的”。不过，交警指出，该车前号牌很

正常，但唯独后车牌磨损严重，而且白

天看起来不明显，但在晚上或在闪光灯

下，号牌就显示为一片白色。最终，交警

六分局以故意污损机动车号牌为由，对

司机陈某作出罚款200元、 记12分的处

罚。据交警六分局民警介绍，此为新交

规实施后， 成都首个因故意污损号牌，

司机被扣12分的出租车。

交警提醒，若因交通事故或其他原

因造成车辆号牌破损， 字样不清晰、不

完整的，应尽快到就近交警分局换领新

机动车号牌。

周小川 成都商报记者 王圣

又讯 （邹平 记者 王圣 实习生 谢

天）

市交管局透露，即日起，中心城区交

警使用的警务通， 均开通现场刷卡缴纳

罚款的功能。 如果有电子眼违法记录尚

未处理，也可以一并刷卡处理。“这只是

交警离柜办理业务平台的一部分。”交

警一分局车管科负责人介绍， 今年年内

还将逐步开通驾驶证换证、补证等业务。

成都出租车首例

污损号牌被扣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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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男生因丑杀人

成都中院本月再审

成都商报讯（记者 王英占）

川大大二

学生曾世杰因怀疑同学嘲笑自己相貌丑

陋，一怒之下持刀杀死杀伤同学。昨日，其

辩护律师姚飞接到成都中院通知，曾世杰

涉嫌故意杀人案将于11日再次开庭审理。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省食药监局获

悉， 宜宾市江安县食药监局联合当地公安

部门，成功破获特大跨省制售假药案，涉及

河南、江苏、四川等15个省份29市133人。共

发现涉嫌假冒药品 “江中健胃消食片”、

“999感冒灵颗粒”等56种，共139批。目前，

四川省还将继续对药品市场进行排查。

陆续查出假冒药品

去年5月16日， 江安县食药监局对江

安镇一家药店进行检查，发现18盒“999感

冒灵颗粒”有问题。这批药品在防伪码以

及包装标签、 说明书等方面与正品不一

样。执法人员当即将这些涉嫌假冒的药品

扣押。这批次批号为：1201223H ，相关部门

提醒市民注意。

随后，在江安县阳春镇、水清镇、夕佳

山镇、五矿镇等地的卫生室、个体诊所、药

房等医药使用、经营单位，也陆续查出了

涉嫌假冒的药品。 假冒 “江中健胃消食

片”的5个批号和假冒“999感冒灵颗粒”

的2个批号被扣押。

销售链条浮出水面

去年7月， 江安县食药监局将这一案

件移交给了当地公安机关。公安部门顺藤

摸瓜，发现并抓获在宜宾、成都两地涉嫌

销售假药的犯罪嫌疑人黄某和曾某。而

后，民警在两人设置的仓库内查获涉嫌假

冒的999感冒灵颗粒、达克宁、吗丁啉等共

计30余种药品。

根据调查， 黄某的假药销往宜宾、成

都、达州、内江等16地，其假药来源是曾

某。曾某在成都大丰镇某市场销售药品。

公安机关在此处查获999感冒灵颗粒、三

金片、吗丁啉、盐酸曲马多片、人体免疫

球蛋白、云南白药膏、斯达舒、皮炎平等

涉嫌假药20余类。据曾某交代，其假药销

往四川的宜宾、内江、阆中、巴中平昌、南

江、资阳以及青海等8地。

公安干警随后发现曾某销售的假药

是由成都李某、江某、吴某、曹某以及河南

郑州的“付经理”等人提供。“付经理”在

河南郑州开有一家假药生产家庭作坊，主

要生产假冒的云南白药膏、999感冒灵颗

粒、万通筋骨贴等药品。

查获25万余片假药

江安县食药监局与公安机关一起，到

多地调查取证。 公安机关发现并捣毁了2

个生产作坊， 发现了56种共139批假冒药

品。 这个特大跨省制售假药案涉及河南、

江苏、四川等15个省份29市，涉及133人。

其中，四川涉及10市83人。

截至2012年12月25日， 共扣押涉嫌假

冒“江中健胃消食片”等药品25万余片，成

功抓获涉嫌违法犯罪人员72人， 预计起诉

40至50人，涉案金额超过2000万元。

目前， 江安县食药监局已向辖区内

药品经营单位和医疗机构发出通知，公

布了假药批号； 要求商家一旦发现假冒

品种，立即停止销售，及时报告。同时，四

川省也将继续进行排查，一旦发现，立即

停售。

成都商报记者 祝迅

假冒常用药

公安机关查获999牌感

冒灵颗粒、三金片、吗丁啉、盐

酸曲马多片、 人体免疫球蛋

白、云南白药膏、斯达舒、皮炎

平等涉嫌假药20余类

发现即停售

江安县食药监局已向辖

区内药品经营单位等公布了

假药批号；四川省也将继续进

行排查，一旦发现，立即停售

42岁的黄惠英肾衰竭，生命进入倒计

时，她最后的愿望是嫁给相恋七年的男友

王全胜

（本报曾报道）

。在病房举行了简单

的婚礼，还没等到领证，她的病情就急转

直下。2013年1月4日，他送了她最后一程。

红着眼睛操办着后事的王全胜表示，“不

管咋说，她已是我的妻子……”

昨日下午6时许，王全胜呆呆地趴在

病床边。就在1小时前，黄惠英原本起起

伏伏的心电监护仪忽然“滴滴滴”地扯

成了一条直线。

其实昨日凌晨3点半，王全胜便接到

了黄惠英的病危通知书。昨天一天，他没

吃没喝也不敢闭眼。

去年12月25日， 依着黄惠英最后的

心愿， 王全胜在病房与她办了场简单的

婚礼。王全胜甚至想，第二天就找车带她

去民政局把结婚证领了。医生却表示，黄

惠英的病情并不允许他这么做。

至12月28日， 黄惠英的病情急转直

下，王全胜赶紧把她转到华西医院。至此，

黄惠英便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 生命基

本只能靠输液等勉强维持。 就在黄惠英

离开前， 王全胜才刚刚买回了今后两天

的营养液，“哪个想得到她走得这么快？”

“说今天是 ‘一生一世’， 结果

……”王全胜有些遗憾，黄惠英领证的

心愿，他最终也没能帮爱人完成。

第二天一早， 王全胜还得赶往殡仪

馆为黄惠英的后事奔波，“我早就把她

当妻子了……”

成都商报记者 杨艺

水煮肥砣188元一斤

吃鱼有诈？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工商部

门了解到，曾多次接到关于该豆腐

鱼庄的投诉，也曾数次对其进行查

处，并责令整改。

从最初的 “乐山钟氏西坝豆

腐”，到后来的“老西坝豆腐店”，

再到现在的“丁记泉水豆腐鱼庄”。

虽然该餐馆一再改名， 但工商部门

和税务部门的注册登记显示， 都是

同一个地址

（滨江路南段

18

号）

，同

一家饭店。在百度上输入“乐山钟

氏西坝豆腐”搜索发现，网友的投

诉高达数百条， 更有网友称其为

“世上最黑店”，提醒前往乐山的游

客务必注意。

2009年8月14日，江苏盐城游客

夏先生投诉，在滨江路“老西坝豆

腐店”用餐后被宰1500余元。经调

查， 游客到厨房看鱼时厨师迅速将

鱼打死， 结账按每公斤560元计算。

工商责令饭店退还多收的菜款1490

元。 该案例还被乐山工商部门列入

“2009年十大消费维权典型案例”。

2011年9月8日，“丁记泉水豆

腐鱼庄” 将10元每斤的潜鱼冒充

“江雪鱼”， 以168元每斤的高价卖

给游客。经调查，乐山市工商局认定

其虚假宣传、欺骗游客，责令整改并

罚款8000元。

不少网友都呼吁应该尽快查封

该店， 但是工商部门执法必须要依

据相关法律法规，一般情况下，如果

餐馆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重

大人身财产损失， 才考虑吊销其营

业执照。

昨日， 乐山市旅游市场综合整

治联合执法小组相关负责人表示，

上次对“丁记泉水豆腐鱼庄”的处

罚还是比较重的。 如果此次查实这

家餐馆的欺诈行为， 执法人员将坚

决从严从重处罚，绝不手软，维护乐

山旅游城市形象。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摄影报道

乐山新闻热线：

18080638872

记 者 调 查

鱼庄屡遭投诉

频繁更名

元旦小长假， 成都游客包先生一行到

乐山游玩，在肖龚嘴附近的“丁记泉水豆

腐鱼庄”吃饭，结账时发现水煮肥砣每斤

高达188元。昨日，乐山市相关部门联合执

法，初步调查认定该店有欺诈游客的嫌疑。

经协调，该店退出1668元餐费，将由旅游部

门转交给包先生。据了解，该店曾多次被投

诉和查处，遭曝光后数次易名。

一次不愉快的经历

吃鱼挨“宰” 每斤188元

1月1日，一则《新年第一天来乐山耍

就被宰》的帖子，陆续出现在新乐山网、腾

讯大成网、乐山新闻网等网站，在新浪微博

上也引起博友强烈关注。短短几天，共有数

万人次转发、浏览和评论，众多网友呼吁查

处该“黑店”。

发帖人称， 当天中午他带几个俄罗斯

和乌克兰的朋友， 专程从成都到乐山吃黄

焖鸡。在成乐高速下高速走到柏杨路口后，

他们向一个骑摩托车的中年男人问路。随

后，男子将他们带到位于滨江路的“丁记

泉水豆腐鱼庄”。

“我们8个大人、2个小孩。老板给我们

推荐肥砣鱼，说好吃。我们也没问价格，就

称了3斤7两。”发帖人称，哪知吃完结账，

鱼要188元一斤， 真的是天价鱼，“这餐饭

总共1668元， 当时我的俄罗斯朋友看到都

吃惊！”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与包先生取得联

系。包先生称，在用餐前，服务员向其出示

了菜谱，但他们并未留意菜品报价。在结账

时，因发现“肥砣鱼”和“豆腐烧岩鲤”的

份量和口感均与店家宣传不实， 随行人遂

感到被“宰”。

包先生称， 他们并未第一时间拨打投

诉电话，在索要了餐票后，付钱离去。随后，

包先生的一名随行朋友将此事发到了新浪

微博上，在关注者的提议下，包先生一行再

次返回该店索取“消费清单”，该清单上显

示：水煮肥砣每斤188元。

听听店家的解释

凭记忆写清单 服务员出错

昨日上午，乐山市旅游、工商、公安、

食药监、发改委、交委等六部门组成联合

执法组，对此事进行调查核实。经工商部

门调查， 店家在菜谱上公示的价格与核

定的价格吻合：肥砣鱼98元/斤，但是为

何店家给顾客的消费清单却显示肥砣鱼

188元/斤？

对此， 丁记泉水豆腐鱼庄一位负责人

解释说，1月1日13时30分许，包先生一行结

账离开时，并未索要消费清单。大概两小时

后，他们再次返回索取，大部分员工已经下

班，留存清单已经上锁。服务员只好凭记忆

大概写了一张单子。

随后， 该店向联合执法组出示了留存

的“消费清单”显示：肥砣鱼为98元每斤，

价格在主管部门核定的范围以内。 但与包

先生持有的消费清单比对发现， 店家的清

单上多出了“丰谷五星金

（精）

品”380元/

瓶和泡菜2份4元。

但包先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当天他

们并没有喝酒， 怀疑店家的这份留存清单

可能是“加工”过的“阴阳菜单”，2元钱的

泡菜怎么会收钱？ 他怀疑是为了凑够1668

元的总价。

对此， 乐山市中区较场坝工商所相

关负责人称， 因为游客说法与店家说法

存在差异，将在进一步核实后作出处理。

经过协调， 该店已将收取的1668元餐费

悉数退出， 将由旅游部门联系并转交包

先生。

昨日下午， 乐山旅游部门工作人员已

经和包先生取得了联系。 包先生对于乐山

多部门的快速反应表示感谢， 希望乐山的

旅游市场能够进一步规范。

百余旅客

滞留丽江机场一天一夜

“看着丽江飞往重庆的航班，起飞

了一班又一班，只有我们动不了身！”昨

日下午， 身在云南丽江机场的泸州旅客

马先生致电成都商报记者称， 云南祥鹏

航空有限公司丽江飞重庆的8L9917航班

严重延误，“包括我在内的100多名旅客

滞留机场超过20小时。现在天气这么冷，

机场和航空公司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

法。”对此，丽江机场方面表示，8L9917

航班延误， 主要是受到经停的昆明机场

大雾天气影响。

马先生介绍，“机票显示，该航班将

于3日19时从丽江机场起飞。 当日18时，

安检结束后，机场表示，航班会延误。等

到了4日凌晨，机场又突然通知称航班取

消。无奈之下，我们只得折返宾馆。”让

马先生郁闷的是，从延误到最终取消，机

场方面都没有一个事先告知。

丽江机场对此回应称，“和其他直

飞航班不同，8L9917航班从重庆出发后，

需在昆明机场经停。 因受昆明机场大雾

天气影响，3日晚上，8L9917航班无法在

昆明机场经停，抵达不了丽江机场。”对

于滞留上百名旅客， 究竟何时能从丽江

起飞，丽江机场方面表示不太清楚，“机

场主要做的是地面服务工作。”

昨晚19时， 马先生再次给成都商报

记者打来电话表示，100余名乘客目前仍

滞留机场。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雅西高速上堵了十公里

返程车昨日凌晨疏散完

成都商报讯（田阳 记者 蒋麟）

由于

元旦小长假返程车流量增加、 路面受天

气影响能见度低等，3日下午开始， 雅西

高速汉源至雅安段通行缓慢， 被堵车辆

超过10公里。 经过雅西高速交警一大队

民警连夜排堵，昨日凌晨6时左右，滞留

车辆全部疏散完。

“从3日14时至4日清晨6时，共发生

了30多起车辆擦挂或追尾，无人员伤亡。

大多和驾驶员无雪地驾车经验有关。”

雅西高速交警一大队大队长黄骁表示，

估计下月路面上的积雪和暗冰将更多。

失控轿车撞客车 三死两重伤

成都商报讯（记者 罗敏）

昨日下午2时

25分左右，宜

（宾）

凤

（仪）

路10km + 500m宜

宾县安边镇小岸坝附近， 一辆失控的比亚

迪轿车冲向迎面而来的中巴客车， 造成小

汽车上3人当场死亡、两人重伤，客车上多

人受伤。事故造成宜宾至云南交通

（不含宜

水高速公路）

中断两小时。

成都商报记者赶到车祸现场时，现

场堵车近2公里。 被撞得面目全非的川

Q K 8893比亚迪汽车上血迹斑斑，两个安

全气囊均已弹出， 车内还有一朵沾满血

迹的玫瑰花。宜宾直运公司“四川宜宾

至云南水富”的班线客车川Q 15080驾驶

室被撞烂，左前轮被撞飞。

据受伤乘客郑舟介绍， 当客车上的

乘客下车准备营救伤员时， 才发现轿车

严重变形，车身已嵌入客车底盘下，根本

无法施救。 相关部门将轿车破拆后救出

被困人员。

病危女友向他求婚 追踪

2013.1.4

人家一生一世

他俩生死离别

污损号牌、冲红灯、超载……一些运渣

车的陋习让人深恶痛绝。昨晚，成都商报记

者兵分两路，跟随交警一分局、六分局民

警，直击运渣车交通违法专项整治。《机动

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从1月1日起全

面实施，运渣车交通违法将面临更为严重

的后果：冲两次红灯，或故意污损号牌一

次，司机驾照就将被记12分。而一旦记满12

分，司机将面临驾照降级，至少一年不能申

请增驾恢复，以此为业的司机必须注意。

污损号牌 12分“洗白”

昨晚8时30分，世纪城路，川A 96881运

渣车因污损号牌等被查；8时55分， 武阳大

道，运渣车川A E6665因冲红灯被查；9时15

分， 川A B9659运渣车因未喷涂放大号牌、

沿途抛洒被查；9时50分， 武侯大道，川

J27261大货车因未悬挂后车牌被查……

晚上8时30分， 一辆川A 96881牌照的

大货车沿世纪城路向环球中心方向而来。

交警发现，这辆大货车的后车牌两个角有

破损，在晚上需要借助灯光才能辨认清楚

号牌，交警随即拦下该车。在车身上，成都

商报记者看到喷有“尼麦龙物流”字样。

随后交警还发现，这辆车同时存在违

规加装前大灯、等违法违规行为，其货厢规

格也不符合成都市对建筑渣土运输车辆的

改装要求。仅凭号牌污损一项，司机肖先生

就已面临扣12分的处罚。

大多司机 不了解新规

成都商报记者调查一些违法司机发

现， 大多数人并不了解新规。 面对交警询

问，司机肖志兵称，自己知道新规内容，正

在抓紧办理新的号牌。 但当被问到新规中

关于污损号牌的处罚时， 肖先生想了想：

“好像是扣6分吧。”

肖志兵的驾照是B2驾照。 按照新规规

定，在记满12分后，他重新参加增驾考试，也

只能拿到C 1驾照。 而如果要重新从C 1驾照

恢复为B2驾照，至少需要再等一年多。

邹平

周小川 成都商报记者 王圣 蒋超 摄影记

者 程启凌 实习生 谢天 陈柯帆

运渣车，逗硬了！

冲两次红灯 司机停开一年

买药防假！

制图 王雪

乐山一家豆

腐鱼庄遭曝光后

数次易名， 成都

游客疑遭欺诈，

执法部门称查实

后将重处

昨晚，交警在货运大道发现货车闯红灯

丁记泉水豆腐鱼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