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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一定条件，醉驾可以不起诉
长沙交警解读醉驾后相对不起诉情形：与这三个数据密切相关

链接

本报3月11日讯 醉驾被
查，就一定会被检察机关提起诉
讼吗？今年1月，省人民检察院印
发《关于危险驾驶（醉驾）犯罪案
件不起诉参考标准（试行）》，对
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且认罪态度好，具有悔罪表现的
犯罪嫌疑人， 符合一定条件的，
作出不起诉决定。 实际案件中，
哪些醉驾情况适用相对不起诉？
今天，长沙交警对此作出解读。

天心交警大队事故科民警
陈水清介绍，跟此前醉驾“一刀
切”达到标准都起诉相比，目前
符合条件的部分醉驾嫌疑人可
以不被起诉。 相对不起诉与三
个数据密切相关： 一是驾驶员
所熟知的醉驾标准， 血液酒精
含量达到80mg/100ml；二是血
液酒精含量在150mg/100ml以

下，没有从重处罚情节，可以适
用 相 对 不 起 诉 ； 三 是 超 过
150mg/100ml 但 低 于 200mg
/100ml，驾车目的不是为了上路
行驶，而是为了挪车，并且没有
发生严重后果，或是因情况紧急
而开车，以及开车一段距离后主
动放弃开车并且没有从重情节，
也可以适用相对不起诉。

“这些情况的前提是案情清
晰、证据充足，没有从重处罚的
情形，驾驶员认罪态度好并且没
有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严重后
果。”陈水清说。他还强调，虽然
醉驾没有“一刀切”全部起诉，但
是酒后驾车尤其是醉驾是非常
危险的，即使检察机关作出不起
诉决定， 驾驶员仍面临吊销驾
照、五年禁驾、罚款等行政处罚。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张越

本报3月11日讯 今天上
午， 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召开全
省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安全风险
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情
况通报视频会议。 从去年12月
开始， 我省部署开展这次专项
行动，为期三个月，共检查市场
主体20.99万户次，排查安全风
险隐患4.99万余条， 取缔关停
制假售假窝点307家， 依法查
处了一批典型违法案件。

记者了解到，本次专项行动
突出对婴配乳粉、食用油、肉类
制品等食品产品，学校及周边和
农村集体聚餐等重点领域开展
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共排查风险
隐患32898条，查办案件991起，
取缔关停制假售假窝点288家。

在药品安全方面，专项行动
针对药品生产环节以及特殊药
品配送储存、城乡接合部及农村

地区药店等经营环节开展安全
风险隐患排查，共排查风险隐患
11164条，查办案件182起。

建材、食品加工、电力、气
体充装等行业， 公众聚集场所
电梯、 大型游乐设施和客运索
道、油气输送、城镇燃气管道等
领域也是此次排查的对象，共
排查风险隐患4350条；同时，专
项行动还对电取暖器具、 儿童
用品等重点商品进行排查，发
现风险隐患1515条， 取缔制假
售假窝点4家。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向
曙光表示，安全监管工作是一项
长期的任务， 必须完善机制，坚
持“抓长”与“抓常”相结合，“将
各类信息记录统一纳入企业信
用档案，并实行联合惩戒，使企
业‘一处违法、处处受制’。”

■记者 黄亚苹 通讯员 许英

1.血液酒精含量达到200mg/100ml以上的；
2.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或者造成他

人轻伤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或者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
3.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或在居民区、学校附近等人

群密集的区域道路驾驶的；
4. 驾驶载人营运机动车以及B级以上驾照方能驾驶的机

动车的；
5. 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而驾

驶， 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经报废的机动车而驾驶， 有严重超
员、超载或者超速驾驶、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使用伪造或
者变造的机动车牌证等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的；

6.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时，有逃跑、拒绝、阻碍公安机关依
法检查，让人顶替等行为的；

7.曾因酒后驾驶机动车受过行政处罚或者追究刑事责任的；
8.在诉讼期间有隐瞒身份、不如实供述、拒不到案、酒后驾

驶机动车、逃跑，不愿具结悔过等情形的；
9.造成恶劣影响，引发重大舆情等不宜作相对不起诉情形的；
10.具有其他可以从重处罚情形的。

醉驾不适用相对不起诉的从重情节

我省3个月取缔关停制假售假窝点307家

减资公告
湖南联创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向企业登记机关减少注
册资本，由原来资本 900万元人民
币减至 300万元人民币。请有关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
务或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联系人:袁荭，电话:13975092699

◆刘芳，身份证号码 4301041970
05023029 遗失湖南广播电视大
学财会专业毕业证书，声明作废。

◆孙霖琳遗失湘潭工学院本科
毕业证，证书编号:10534120010
500345，和学位证，证书编号：10
5344010345，特此声明。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轩昂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于 2019 年 3 月 11 日决定解散，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王昂，电话 13917899823

减资公告
隆回县乡之源优质稻种植专业
合作社经成员会决议向企业登
记机关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来
资本 510 万元人民币减至 295
万元人民币。 请有关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
权人有权要求本专业合作社清
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联系人:阮礼超，电话:13707398721

无名氏， 男，3 岁，2016 年 2 月
在长沙市第八医院出生， 现寄
养于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院。
（母亲无名氏，重度精神障碍患
者，分娩时身高约 155 厘米，体
重约 50 公斤， 年龄约 31 岁，
2016 年 10 月因病抢救无效死
亡）。 请亲属及知情者速与我站
联系，若自公告之日起 60 天内
无人认领， 我站将按有关规定
处理，电话 0731-84155110。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
2019年 3月 11日

寻亲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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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名根（身份证号 4304811967
03213393）不慎遗失耒阳市双红
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二矿开具的
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一
份，凭证号湘财通字（2015）2026
938208，票据金额 1184000 元，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佳文建材经营部
遗失长沙市工商局雨花分局 20
12 年 3 月 20 日核发注册号 4301
11600429533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梵米尼幼儿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3
0MJJ5985526）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林凉凉遗失湖南光琇医院有
限公司开具的湖南省国家税务
局通用机打发票（医疗门诊）一
张，发票代码 143001713250，发
票号码 0230239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人民银行衡阳市中心支行
发给衡阳市金牌教育培训学校
核准号:J5540003469401 的开
户许可证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根据 2019 年 3 月 7 日长沙百
利威电子商务产业有限公司股
东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
从 500 万美元减至 350 万美
元,现予以公告。 为保护本公司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
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 本公司联系方式:
18611000352，联系人：李娜

◆肖路瑶遗失普通话证书， 证号
4317036000322 考试时间 2017 年
4月 22日，等级二级乙等，声明作废。

◆王芳遗失湖南省园林绿化
企业项目负责人证书， 证号
201502012451，声明作废。

◆董爱国（身份证号 4304241957
09205616 ）遗失衡东县林业局
2011年颁发的林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衡阳市石鼓区风采足浴城草
桥店 (税号 430421197201241
958)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代
码 4300163320，号码 108688
27、10868824、10868630、108
68738;代码 4300172320，号码
10194523、10194524、2498120
9 至 24981245;代码 4300164
320，号码 29002441、2900258
4、29002637;代码 430017132
0，号码 10200665、10200634、
10200603;代码 4300174320，
号码 10385679 至 10385778;
遗失发票专用章、发票领购
簿;声明作废。

◆郑文超（父亲:郑利平，母亲：张
优丽）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F 43049031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贵诚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解散，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刘星星 电话：13873095696

◆谭畅遗失湘 A4679 挂道路运
输证，证号：湘交运管许可字 43
0122200428 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荣岳公路桥梁基建有限公
司遗失由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6年 9 月 28 日核发的工
商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 码 ：91430600MA4L6M2
Q1N,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蒲扶林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经股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金凌洁，电话 15216761398

遗失声明
湖南星怡娱乐有限公司（9143
0102MA4PGY8X8W）遗失湖南
增值税普通发票 2 份（均为第一
联记账联和第二联发票联），发
票代码 043001800104，发票号码
02890836、0294553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高速湘 AY5811湘交运管长字
430100016524号、龙骧湘 AY58
57 湘交运管长字 430100024139
号道路运输证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市腾达玩具有限责任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张炼，电话 13693665078

注销公告
湖南坤晟工程劳务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 孙辉，电话 15084848783

清算公告
衡阳聚力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韩思捷，电话 18973404670

◆长沙医学院医学检验专业 2014
届毕业生龙兴旺遗失报到证，编号
20141082320233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成科遗失芷江县工商局 2010
年 6月 6日核发注册号 4312286
00060275,声明作废。

◆王文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903200284,特此声明作废。

◆肖辰鱼（父亲：肖龙满，母亲：尹
小荣）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111796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蓝山县鑫顺矿业有限公司太平
铅锌矿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
一般缴款书”一份 ,票据号:湘
财通字(2011)106125035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蓝山县光宏春发铅锌矿遗失

“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一份,票据号:湘财通字(2008)0
580380628,声明作废。

◆曹启鹏遗失云时代一期住
宅 4 栋 1504 号房首付款发
票， 发票号 19371924， 金额
211694元，声明作废。◆魏清遗失编号：公现役字第 10

51635号武警警官证，声明作废。 ◆陈奕林遗失编号：公现役字第
1213785 号武警警官证，声明作废。

◆丁诗妮（父亲：丁长青，母亲：刘
喜云）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757121，声明作废。

◆湖南醒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自然不慎遗失律师执业证，
律师执业证号:1430120141
0544912，执业证书流水号:10
599852，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义利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431028000
5173，声明作废。

◆黄俊杰（父亲：黄更祥，母亲：孙
艳霞)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13604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洁思得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许先生，电话：13707491259

遗失声明
湖南飞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核发的 J5510037876601开户许
可证、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岳阳楼区农机配件马壕
经营部遗失岳阳市工商局岳阳
楼分局 2015 年 11 月 10 日核发
430602600029709 营业执照副本，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魏源医院经投资人决定注
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60 日内向本企业清算
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田卓民，
电话：13973929128

1、张家界市陈某等人生产销
售非法添加西药成分的有毒有害
食品被查处。

2、茶陵县一非法保健食品加
工厂生产销售伪劣保健食品被查处。

3、在衡山县经营的东莞市南
城红芬化妆品经营部其网店销售
假冒化妆品被查处。

4、郴州市“龙科生物全球购”
网上销售假药、假冒化妆品、保健
食品等行为被查处。

5、怀化市“幸色成人无人售
货总店”生产销售“万艾可”“美国
肾黄金”“伟哥一号” 等假药行为
被查处。

6、永州市永合中医诊所非法
配制使用永合植物原液等假药行
为被查处。

典型案件

春暖劳作
花相伴

3月11日，农民在
湖南省双峰县梓门桥
镇低坪村的蔬菜基地
里劳作。

随着天气回暖，湖
南省双峰县各地农民
抢抓农时，在田间地头
伴着花香进行春耕生
产。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