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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酒每样尝一点 老外醉驾被判刑

韩国男子撞坏路边高压配电箱后，直到警察赶来他仍在熟睡中

金牛检 成都商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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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居民李浩泽（中文化名）在新都一

家餐馆用餐时， 被柜台的大玻璃瓶内的泡酒

所吸引， 在品尝完这些泡酒后驾车回家途中

发生车祸。 后经检验， 其体内酒精浓度为

247.4mg/100ml，金牛区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

提起公诉。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金牛区法院判

决李浩泽犯危险驾驶罪， 判处拘役4个月，并

处罚金4000元。据办案检察官介绍，这是四川

少有的外国人醉驾被判刑的案件。

见泡酒安逸，韩国司机挨个尝鲜

2013年12月20日， 刚到成都的李浩泽应

邀与朋友一起吃饭。因一起吃饭的朋友均开

有车子，当晚的聚会并没有喝酒。大约10点

前，晚饭结束后各自离开。李浩泽并没有马

上驾车回家，而是沿着附近街道散步。一个

多小时后，李浩泽返回饭店门口，开车准备

回家。 在经过新都区蜀龙路转盘附近时，他

发现对面街道有很多生意红火的夜宵店。

“当时我也累了，想着进去吃点东西。”李浩

泽在供述中称， 随后他把车子停在路边，走

进一家夜宵餐馆。

刚进餐馆， 李浩泽就被柜台上的几个大

玻璃瓶子所吸引。“他问我这里面是什么？ 我告

诉他是泡酒。”餐馆老板事后回忆，见这些泡酒

黄灿灿的，很安逸，李浩泽用生硬的普通话，告诉

餐馆老板每样给他来一点，“每一种酒给他打了

一两，一共有三四两的样子。”餐馆老板回忆，这

些酒的度数都比较高。

据李浩泽事后供述， 自己的记忆停留在餐

馆，之后发生的事情，都记不清楚了，直到发生

交通事故被交警叫醒。据餐馆老板介绍，当晚12

点前， 这位让他印象深刻的客人结账后独自走

出了餐馆，“当时的状态还不算太醉，还能比较

清醒地结账。”直到次日凌晨4点过，电力检修

工刘师傅接到停电通知， 他在巡查过程中发现

了撞坏路边高压配电箱的肇事车辆和李浩泽。

醉驾被判刑，办案全程同声翻译

交警赶到事故现场后，李浩泽仍处于昏睡状

态。有市民惊呼：“见过醉驾，但还没见过睡驾”。

经勘查发现，李浩泽于21日凌晨4点30分左右，独

自一人饮酒后驾驶小轿车，行驶至成都市新都区

一快餐店门口时，与路边高压

配电箱相撞，致使配电箱及路边凉亭受损，并导

致区域内部分片区停电。经抽血鉴定，李浩泽的

血液样品乙醇浓度为247.4mg/100ml， 涉嫌危险

驾驶罪。

“被告人能听懂中文，也能简单交

流，却不认识汉字。”办案检察官介绍，

根据法律的规定， 司法机关全程为被告

人李浩泽聘请了翻译，“每次讯问要聘

请翻译人员做同声翻译， 每份文书都要

翻译成韩文再送达。”办案检察官介绍，

在庭审中， 也同样依法为其提供了同声

翻译。

“知道酒驾违法，不知道是犯罪”

酒醒后，李浩泽表示非常后悔。并在案

发次日对所造成的20多万元的财物损失给

予了赔偿。“我知道酒驾是违法的， 不知道

是犯罪。但我对自己所造成的损害感到深深

的自责。”事发后，李浩泽多次向侦办人员

表示。“被告人的悔罪态度非常诚恳， 对损

失的赔偿也很积极主动。”办案检察官称。

金牛区人民法院通过审理， 对检察

院指控的犯罪事实和提供的证据材料全

部予以认定， 最终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被

告人李浩泽拘役四个月， 并处罚金4000

元人民币。

常年在中国经商的李浩泽，2002年第

一次来蓉后便频繁往来成都。 据他的朋友介

绍， 近两年因销售做得不好而选择在成都新

都一家公司上班， 从事IT工作的他于2009年

在郫县考取了C1驾照。

外籍人士在

我国犯法怎么办？

在刑事犯罪方面，我

国 《刑法》 第6条规定：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

域内犯罪的， 除法律特别

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

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

适用本法。 犯罪的行为或

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

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领域内犯罪。”我国《刑事

诉讼法》 第16条第2款规

定：“对于享有外交特权

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犯罪应

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通过

外交途径解决。”

上海市食药监局22日表示，初步调查表明，

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涉嫌有组织实施违法生

产经营食品行为， 并查实了5批次问题产品，涉

及麦乐鸡、迷你小牛排、烟熏风味肉饼、猪肉饼，

共5108箱。

目前上海市食药监局和市公安局等部门

已经成立了“720”联合办案指挥部，初步调查

表明，上海福喜涉嫌实施有组织违法生产经营

行为。昨天，上海市食药监局局长闫祖强代表

国家食药监总局再次约谈福喜工厂中国区的

负责人。 福喜公司被要求3天内给出一份详细

的书面报告。

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威昨日表示，上海

食药监等部门已经连夜行动对上海福喜有限公

司及相关企业采取彻查措施，目前上海公安局已

经介入调查，对22家下游食品流通和快餐连锁企

业进行紧急约谈，麦当劳、必胜客、汉堡王、德克

士等连锁企业，以及上海真心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普陀分公司等九家企业已经封存福喜公司产品

约100吨。

上海市食药监局副局长顾振华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称：“我们发现公司的一些违法行为，并

非某个人的行为， 而是公司有组织的一个安

排。”

食药监局还通报，初步查明，麦当劳、必

胜客、汉堡王、棒约翰、德克士、7-11等连锁企

业及中外运普菲斯冷冻仓储有限公司、 上海

昌优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真兴食品销售

有限公司普陀分公司等9家企业使用了福喜

公司的产品。

相关链接

韩国“酒驾”最高判3年

2011年，我国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将

“醉驾入刑”。刑法133条第2款规定，在道路上

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

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而根据危险驾驶罪的司法解释之规定， 在道

路上驾驶机动车， 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

/100毫升以上的，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

韩国于2009年4月1日对《道路交通法》

中有关“禁止醉酒驾车”的条文重新进行了

修订，其主要修订内容是，从当年10月起，将

提高刑罚处罚力度，把原来的“饮酒驾驶及

拒绝酒精检测”处罚规定由此前的两年以下

徒刑和500万韩元罚金， 提高至3年以下徒刑

和1000万韩元以下罚金。此次修订的《道路

交通法》新增加了醉酒驾驶车辆罪和拒绝酒

精检测罪两项罪。

上海食药监局和公安局等成立联合办案指挥部，初步调查表明：

上海福喜涉嫌有组织违法生产

福喜问题肉事件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云

贵川联销“天天乐”（

22

选

5

） 第

2014195

期开奖结

果 ：

05

、

06

、

13

、

18

、

22

。 一

等奖

1

注，单注奖金

12961

元。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

3D

”第

2014195

期开奖结果：

895

，

单选

9705

注，单注奖金

1000

元，组选

3

，

0

注 ， 单注奖金

320

元 ， 组选

6

，

27194

注，单注奖金

160

元。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双色球”第

2014083

期开奖结果：

红 色 球 号 码 ：

05

、

06

、

19

、

21

、

23

、

33

，

蓝色球号码：

12

。一等奖

6

注，单注奖

金

7954331

元。二等奖

111

注，单注奖

金

199616

元 。 滚入下期奖池 资金

316186254

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

后的结果为准）

●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

票全国联销“排列

3

和排列

5

”第

14195

期排列

3

直选中

奖号码：

840

， 全国中奖注数

5129

注，

单注奖金

1000

元； 排列

5

中奖号码：

84068

，全国中奖注数

8

注，单注奖金

10

万元。

●

电脑体育彩票 “七星彩 ”第

14084

期开奖号码：

6586773

，一等奖

0

注；二等奖

14

注，单注奖金

25314

元。

兑彩票

过期原料被优先在中国使用，他利用的是什么，钻的中国的检测的漏洞，还是其他消费者

对洋品牌或者说洋快餐这样的一种信任度，接下来大量采用过期变质肉类的原料，这个量到底

有多大，过期也吃不死人，如果真死了人该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呢？如果要是过期也吃不死人是

一次，如果吃两次三次又会是什么样一种后果呢，这是太糟糕的一个结果推论了。

———白岩松

随着调查深入， 福喜事件又生出了新的疑

点，根据上海电视台记者暗访获得的线索，上海

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在厂区之外还有一个神秘的

仓库，专门把别的品牌的产品搬到仓库里，再换

上福喜自己的包装。

今年6月，记者在福喜看到，福喜工厂的

工人换好工作服后，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走向

生产流水线，而是在领班的带领下，从上海

福喜工厂的侧门走了出去，3名工作推着两

个操作台， 进入到距离福喜工厂300多米的

一家名为上海瀚森雪佳冷藏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的仓库。

记者注意到，仓库内并没有开启降温设

备，而是处于常温状态，在一块操作区的牌

子下方，堆放着几十箱冷冻鸡翅根，生产厂

商是江苏泰森食品有限公司。而现场一名工

人正在拆除现场冷冻鸡翅根的包装外箱，随

后把一袋袋的鸡翅放入检测仪中，后方两名

工人负责装箱，就这样一拆一装，冷冻鸡翅

根的生产企业摇身一变成了上海福喜食品

有限公司。

冷冻翅根和冷冻鸡腿明明是在其他公司的

仓库完成包装的，福喜把别家产品拿来，换了包

装出售是否合法呢？ 随着调查的深入，相信这

一疑问也会水落石出。

福喜再曝新问题：

其他品牌的产品

换包装出售

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涉嫌使用

过期原料生产加工食品的问题持续发

酵。昨日，省食药监局发布了对于四川

省连锁快餐的排查情况。

截至2014年7月22日， 四川共排查

餐饮服务单位499家， 其中， 百胜餐饮

（成都）有限公司肯德基112家，百胜餐

饮（成都）有限公司必胜客40家，四川

麦当劳餐厅食品有限公司餐厅49家，四

川德克士餐厅202家，星巴克、7-11便利

店等其他快餐单位96家。

成都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市

内快餐连锁企业进行了排查， 发现麦

当劳、必胜客、德克士等三家企业使用

上海福喜的产品。三家企业已对总共7

种、总重量逾9.6吨的肉制品进行了封

存，相关产品均已下架停售。

成都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对发现的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涉嫌

食品原料进行立即封存，等待进一步调

查结束后依法进行处理；对其它涉嫌使

用过期、变质、三无产品等的餐饮服务

单位将依法立案查处。

全省排查出从上海福喜食品有限

公司购进的涉嫌问题产品共10226.1kg。

涉嫌问题产品使用单位主要集中在成

都市、南充市、绵阳市、攀枝花市、西昌市

等城市，主要涉及麦当劳、必胜客、德克

士餐厅， 涉嫌问题产品均已进行封存。

成都商报记者 祝迅 综合新华社

成都封存9.6吨福喜肉制品

“执法人员20日晚间过来时， 穿着制

服，开着执法车，拿着执法证，为什么保安

要阻拦一个多小时？”

“对于媒体曝光的使用过期食品原料

等情况，这件事情你们核查了吗？”

“拿你们的质量管理体系，和记者反映

的、看到的、拍到的照片相对照，哪些是违

反了你们原来规定的？”

这也是22日上海市食药监局局长阎祖

强再次约谈福喜投资方、 欧喜投资中国区

深加工部总经理杨立群时， 一开始就抛出

的三个问题。

“核实身份需要1个多小时？”

杨立群解释称，那时正好是周末的

晚上，保安看到这事后汇报给当时不在

场的公司领导，但只说是现场来了很多

媒体，因此公司决定：状况还不清楚，如

果是媒体朋友的话， 暂时不要进去。

“当我们知道了是政府执法人员的时

候，就立刻放行了，这里面的确有一个

时间差。”

让人难以信服的是，在现代通讯技术如

此发达的情况下，面对手持执法证、开着执

法车、身穿制服的执法人员，核实到访的究

竟是“媒体记者”还是“执法人员”，居然需

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

“违反法律、制度和公司质量

管理体系，都不可原谅。”

针对质量体系，杨立群说，公司有着明

确严格的管理体系，正在深度挖掘执行过程

中的精准性和全面性。大的食品管理体系框

架文件是全面的，需要特别关注在执行过程

中的偏差出现在哪里。

这种说法，阎祖强表示不能接受。“企业

应该是以诚信为底，以法律为中心。违反了

法律、 制度和公司原有的质量管理体系，都

不可原谅，用纠偏和精准度都不能接受。”

阎祖强要求企业调查组提交书面报

告，依法配合上海市食药监局的调查，不得

隐匿和销毁证据，不得掩盖事实，不得篡改

生产记录、档案、过程，如果一经发现有上

述等行为，将严肃依法加重处理。

“并非某个人行为，而是公

司有组织的一个行为”

就在21日晚间， 处于舆论漩涡的福喜

集团发布声明称，已经成立调查小组，管理

层相信，“本次事件是一起个体事件， 集团

愿为整个事件承担全部责任。”

对此， 上海市食药监局副局长顾振华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发现公司的

一些违法行为，并非某个人的行为，而是公

司有组织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初步暂定这

么一个结论。对于这些所谓的过期食品的处

置，公司有一套相应的制度，有相应的记录，

所谓的制度也好、记录也好，都是与我们国

家法律法规相违背的。”今后，他们将通过

对福喜公司，以及类似食品加工厂加装电子

眼监控等措施，防范此类行为的发生。

上海福喜质量部经理在被约谈时也曾

明确表示，对于过期原料的使用，公司多年

来的政策一贯如此，且“问题操作”由高层

指使，并称至少厂长以上的同意才能实施。

央视报道，高层还授意，过期原材料优

先在中国使用。

福喜集团又是如何承担全部责任的

呢？上海食药监局表示，截至22日16时，仍

然没有收到来自公司内部调查组的调查报

告，或者公司对这些质疑的结论和意见。

“为了最大程度谋取暴利，将不合格的

产品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降低自己的生产

成本。”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厉曙光

表示，涉案人员操作起来驾轻就熟，这绝非

是一种偶然或者个体的行为， 一经查实应

严惩重处。

至于有组织的行为源头究竟在哪里？

违法行为持续了多长时间？ 上级集团是否

知情？这些问题有待监管部门进一步调查。

综合新华社、央视

三问问题“福喜肉”

上海福喜质量部经理表示，“问题操作”由高层指使

和男友吵架

女司机连撞两警车

先撞上一辆捷达警车， 又撞上一

辆金杯警车……昨日凌晨2:45，青羊公

安分局苏坡桥派出所门口发生一起交

通事故， 两名正驱车执行任务的民警

一出门就被一辆帕萨特撞个正着，导

致受伤。

帕萨特的驾驶者是一名女司机，据

悉， 事发时她正在与坐在后排的男友吵

架。女子自称，前日晚饭时“喝了两碗啤

酒”，平时很少驾驶手动挡汽车，对车型

并不熟悉。针对此事故，交警四分局正在

展开进一步调查。

受伤民警昏迷时仍在喊：

“马上赶到增援！”

昨日上午，成都商报记者在省医院

急救观察室见到病床上的受伤民警于

洪财。他仍穿警服，颈部加了颈托固定，

稍微一扭动左肋部就疼痛不已，让他露

出痛苦的表情。“车 （帕萨特） 撞过来

时，我下意识地用左臂挡了一下，玻璃

碎了一地，我眼前一黑。”当时车内两个

安全气囊全部弹了出来，而直到躺到病

床上，于洪财的衣服褶皱里都藏了不少

玻璃。

“清水路发现盗窃可疑人员，请速

来增援！”昨日凌晨2时40分许，接到所

长张欣通知之后， 苏坡桥派出所民警

于洪财、 何全忠立即驾驶警车准备前

往增援。谁想，警车刚驶出派出所，驾

车的于洪财就看到一辆黑色帕萨特疾

驰而来，他立即踩了刹车，警车虽然及

时停了下来， 但帕萨特还是一头撞上

了警车。

帕萨特先撞上了警车左前车头，在

巨大的撞击之下，弹了出去，又撞上了

停在路边的一辆金杯警车，这才停了下

来。副驾上的何全忠左手受轻伤，驾驶

室门严重变形，无法打开，于洪财被困

到车里， 昏迷过去。120救护车赶到后，

几名民警与医护人员一起，将副驾驶的

门打开，座椅放平，把于洪财慢慢抬了

出来，送往省医院急救中心。在救护车

上，意识不清的于洪财还在问，“贼娃子

抓到没有？ 马上赶到增援！” 说完没多

久，就又昏迷过去。

据所长张欣介绍， 于洪财今年55

岁，是所上最年长的社区民警，平时工

作兢兢业业，最近一个月，他与搭档轮

班值守清水路一小区，没有发生过一起

盗窃案件。

女司机自称

事发时正跟男友吵架

据于洪财介绍，昨日一早，当事女司

机和男友赶到省医院探望了于洪财。据

悉，这名女司机约27岁，刚拿到驾照两年

左右，事发时，她正在跟坐在后排的男朋

友吵架。这位女司机曾自称，前日晚饭时

“喝了两碗啤酒。” 而男朋友喝得更多，

无法驾车，平时习惯开自动挡汽车的她，

就驾驶了男朋友的手动挡帕萨特， 对于

车型并不熟悉。在情急之下，她或将油门

错当成了刹车。

昨日下午，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

交警四分局已针对此事展开调查。据

悉，事故民警赶到现场时，并未闻到女

司机身上有酒气，但其自述前晚少量饮

酒。昨日，交警已带女司机进行了血液

酒精含量检测， 结果将在近日出来，交

警部门将根据相关调查结果进行事故

责任认定。

“情绪激越的状态下，任何冲动都

可能发生，更何况开车。”蓝色港湾心

理专家朱文波介绍， 人在愤怒的情绪

下驾驶，危险系数很高，发生交通事故

的几率有所增高。 愤怒等负面情绪会

影响到司机的判断和操作， 比如踩刹

车、踩油门的度，而在紧急情况下，连

贯动作很可能会失控。他认为，对于驾

驶和情绪的关系， 很多开车族没有给

予足够的重视，常在吵架、沮丧等情绪

下驾车，自认为影响不大，实际上，隐

患是存在的。

成都商报记者 张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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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许，春熙路上的一家麦当劳餐厅内，顾客依然络绎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