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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贴保险标志被罚,
车主状告交警》后续

未贴保险标志被罚
一审判决车主败诉

本报2月9日讯 没贴保险标
志被民警处罚后， 长沙车主状告
雨花交警（详见本报2月6日A7
版）。昨日，雨花区人民法院一审
宣判该案， 法院认定民警执法事
实清楚、程序合法、处罚适当，驳
回了车主谷先生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没有
在车上放置保险标志， 其行为违
反了《道路交通法》及相关规定，
民警依法在口头告知后， 当场制
作《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
程序合法、处罚适当。

原告认为， 民警适用简易程
序违反《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
法院认为， 本案系交通管理行政
处罚，应优先适用《道路交通安全
法》的规定。而《交通安全法》规
定：“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予以
警告、二百元以下罚款，交通警察
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
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 本案中，
被告适用简易程序， 符合上述法
律规定。

同样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规定， 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
置保险标志，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应当扣留机动车， 通知当事
人提供相应的标志或者补办相应
手续， 并可以依照相关规定予以
处罚。而《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
四十四条第（九）项规定，未按照
规定放置检验合格标志、 保险标
志的，处200元罚款。本案中，原告
实施了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
置保险标志的违法行为， 且该行
为与是否已购买车辆强制险无关
联，被告处以200元罚款符合上述
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无明显不当。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张晓芳

郴州有个好人叫谢运良，记
者很早就在新闻上知道了他。听
说由他担任会长的“好人协会”2
月7日会在宜章组织一个慈善晚
会，记者从长沙慕名而来。

当天晚上，由宜章县“好人
协会” 倡导并主办的春节慈善
晚会共募集善款411.06万元。
这笔资金将帮助更多困难群
众，助力脱贫攻坚。

一位好人感动一颗心

记者在宜章最先遇到的是
在食堂吃饭的欧美丽。 记者留
意到她两个胳膊上都没有手。

“今年可以安心过个好年
了！”欧美丽对记者说道。

欧美丽家住宜章县浆水乡
新华村10组，今年29岁，已是两
个尚在读书的孩子的母亲。父亲
瘫痪在床， 小叔子患有尿毒症，
婆婆患有中风、 风湿等多种疾
病，她自己还是一名从小失去双
手的残疾人，全家人依靠低保和
老公在村里打零工维持生计。

欧美丽告诉记者， 去年10
月， 偶然听到村干部对她说百
捷利招收残疾人， 便鼓起勇气
过来面试， 没想到真的留下来
上班了。自此，身残志坚的欧美
丽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可以
挣到两个小孩读书的学费。

“我说不出来动听的话，但
是我要感谢谢总。对我来说，他
是我一辈子的恩人。”欧美丽深
情地告诉记者。

欧美丽口中的谢总， 正是
湖南省人大代表、 宜章吉兴纸
业有限公司和湖南百捷利包装
印刷有限公司董事长、 湖南省
残疾人协会副会长和宜章县好
人协会会长———谢运良。

自2003年以来， 谢运良的
企业先后安排了540名残疾人
就业， 培训残疾员工1300多人
次， 已使1800多名贫困残疾人
实现了脱贫。2015年以来，谢运

良和他的企业承担起宜章县
3700多名残疾贫困人的脱贫任
务，2016年第一批对接了1382
名贫困残疾人，2017年对接了
2000名贫困残疾人。

让贫困残疾人精准脱贫，
这是全县扶贫攻坚中最难啃的
一块骨头，谢运良被人称为“扶
贫攻坚中敢啃硬骨头的人”。

一群好人温暖一座城

随着好事越做越多，谢运良
发现需要帮助的人也越来越多，
而向他表示希望参与的爱心人
士也越来越多， 在宜章县委、县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2016年12
月28日，“好人协会” 应运而生，
谢运良被推选为第一届会长。

一年来，“好人协会” 共募
集社会爱心款物400余万元，解
决矛盾纠纷80例， 帮扶救助
2700多人次， 解决残疾人就业
154人， 结对帮扶738户贫困户
3000多贫困人口， 发起和参与
组织的社会公益活动 40次 。
2017年，宜章县“好人协会”团
队还被推为“感动中国之感动
湖南十大人物”候选人。

新年伊始， 谢运良又开始
谋划一件大事———募捐一笔善
款， 帮助更多像欧美丽这样急
需帮助的贫困家庭。

众人拾柴火焰高， 一个好
汉三个帮。经过一阵“吆喝”，截
至2月7日晚慈善晚会开幕，“好
人协会” 共募集善款411.06万
元。令人欣喜的是，在当晚慈善
晚会上，谢运良的朋友们特意从
新疆托克逊、广州东莞、广州中
山古镇等地组团前来助阵，慷慨
解囊。

募集到这400多万的善款，
谢运良感慨万千：“世上还是好
人多。 我们将在县慈善总会的
监管下，用好每一分钱，帮助最
需要帮助的人， 尽快让他们脱
贫致富。” ■记者 和婷婷

本报2月9日讯 一口气在
网上买了8000多元的药，没
有一盒是真的，受害人报警以
后， 牵出一起销售假药案。这
些假药不仅直接卖给消费者，
还通过医药公司业务员、药店
在社会流通。今天上午，潘某
等6人涉嫌销售假药罪及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案在娄底冷水
江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检察机关派员出庭支持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这是我省首例
食药安全领域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

8000多元买的药全是假的

2015年8月，江苏宿迁一
消费者网购了20盒舒筋健腰
丸，价值8400元，消费者怀疑
是假药。而这批药品是从冷水
江市某快递公司寄出。

警方随即查明，冷水江人
潘某在浙江认识了生产、销售
假药的人，他也开始通过网络
卖假药。

从潘某手中买假药的人，
还包括了各地区医药公司的
业务员、 代表及药店从业人
员，潘某所销售假药仍有部分
在社会流通，危害了社会公共
利益。此后，该案涉案6人先后
被娄底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2017年4月，冷水江市人
民检察院向冷水江市人民法
院提起公诉。 该案审理期间，
检察机关认为6被告人的行为
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向法院
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
6被告人在省级新闻媒体赔礼
道歉并追回各自所销售的假
药销毁。

今天上午，冷水江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该案，该院院长龚
新连担任审判长。冷水江检察
院指派检察长伍国军、检察员
陈荷花出庭支持公诉，指派检
察长伍国军、检察员段雪周出

庭支持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6人因销售假药罪获刑

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6
月至2016年7月期间，潘某伙
同他人通过互联网从他人处
购进假的陈李济舒筋健腰丸、
曹清华薏辛除湿止痛胶囊两
种假药，被告人阳某通过互联
网从被告人王某等人处购进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曹清华薏
辛除湿止痛胶囊两种假药，然
后通过互联网发布售卖信息，
向社会不特定公众销售，再通
过快递公司采取货到付款的
形式收取货款，快递公司收取
货款后将货款结算给两被告
人。被告人刘某、李某从阳某
处进货后，亦采取上述方式自
行在互联网上销售假药。被告
人谢某系快递公司工作人员，
为阳某保管、邮寄假药，从中
获利。6被告人销售假药的金
额从30余万元至数千元不等。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
潘某、阳某销售假药，且销售
假药金额在20万元以上，情节
严重；被告人王某、刘某、李某
销售假药，被告人谢某明知阳
某销售，仍为阳某保管、邮寄
假药，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假
药罪，应依法予以惩处。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机关所起诉讼
请求合法有据， 法院予以支
持。

综合考虑各被告情节,经
合议庭评议后， 该案当庭宣
判： 被告人潘某等6人犯销售
假药罪， 分别获刑四年6个月
至一年二个月不等， 并处罚
金。此外，法院判决6被告人于
判决生效三十日内在省级以
上报刊公开赔礼道歉，并责令
其追回各自所销售的假药并
销毁。
■记者虢灿通讯员 谢智星

实习生 张晓芳

我省首例食药安全领域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公开宣判
网络卖假药，6人获刑还需登报道歉

“好人协会”办慈善春晚募集400多万
扶贫专拣硬骨头，“好人”温暖一座城

本报2月9日讯 日前，在某
证券公司工作的李女士致电三
湘都市报称， 她通过圆通快递
寄一个文件被退回。“退回之后
快递公司一直没联系我， 不知
道是不是直接将快递件当垃圾
处理了。”

1月12日， 李女士通过芙
蓉区浏城桥处的圆通快递公司
邮寄一个文件到深圳，由于自己
粗心， 联系电话多写了一位数，
导致对方无法收到。1月14日，
邮件被圆通公司退回。 李女士
告诉记者，她1月17日从电脑上
查到，14日快递回到长沙后，圆
通公司却一直没有跟她联系。

当天， 李女士便给圆通公

司打了电话， 后来又跟圆通公
司总部打了电话， 但一直没有
得到处理。

2月7日， 记者来到位于芙
蓉区浏城桥的圆通快递公司看
到，该网点大门紧闭，旁边的墙
壁上贴了一张提示， 圆通速递
已搬迁到贺龙体育馆附近，并
留有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记者正欲拨打， 该网点联
系人肖先生来到门面前。 他告
诉记者， 因为原来的老板亏了
钱，已经把这个网点转手。现在
的老板刚刚接手。肖先生表示，
他会调查李女士的文件快递的
去向，如果确系丢失，会按照规
定赔偿。 ■记者 李成辉

退件久未处理，难道被当垃圾处理？

2月7日，宜章县“好人协会”主办的春节慈善晚会共募集善款411.06万元。 和婷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