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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三假”快递小哥 上路被抓现行
闯红灯后承认牌照、驾驶本和行驶本都为假货

或将面临罚款 15700 元、记 54 分处罚

北京车多人 多 ，司
机在路上行驶更应该小
心谨慎， 但有一位快递
小哥可谓是挣钱不要
命， 骑着送快递的两轮
摩托车横冲直撞， 完全
无视交通信号灯。 快递
小哥的疯狂行径恰巧被
巡逻的交警看见， 待交
警拦车进行调查后，发
现这位小哥竟然是“三
假”，即假牌、假证、假本
（见图）。

社会组织蓝皮书发布

闯红灯后被逮 查出“全套假货”

周二上午 10时 30分左
右，在昌平管界南丰路一个丁
字路口处，昌平交通支队马池
口大队城区警区的一辆交警巡
逻车正在由北向南巡逻中。快
到路口时信号灯变成红灯，这
时一辆标着快递，挂着“京 B”
牌照的两轮摩托车风驰电掣般
地冲向路口，对信号灯视而不

见，直接闯红灯驶过。
警车立即加速，在接近下一
个路口时将摩托车截停。交警要
求驾车人出示驾驶证、行驶证
时，驾车人从车座下方的储物箱
中，拿出名字叫周乐、准驾车型
为 E（两轮摩托）的驾照和行驶
证。天天接触驾照的交警一眼就
看出这是一个“假本”，因为驾照

制作十分粗糙，着实是假得不能
再假了。
眼看瞒不过去了，驾车人连
忙向交警解释说，他的车牌、行
驶证、驾驶证都是在网上买车
时，卖方一并给他做的“全套假
货”.。驾车人一再央求交警，说每
天送快递很辛苦、不容易，请交
警“放他一马”。

身揣两本驾照 面临严厉处罚

闯红灯、使用全套假牌证，况
且驾车人的真实身份还没有核实
清楚，交警不可能放过。其实，就在
他打开储物箱时，细心的交警已
经看到，储物箱里还有一本驾照。
在他自己承认假牌证后，交警要
求他将另一本驾照拿出来检查。
事已至此，驾车人极不情愿
地拿出了自己的真实驾照。原来，

驾车人名叫刘某，持山东菏泽公
安局核发的 C1驾照。由于使用
假牌证，交警暂扣了违法车辆、假
行驶证和一真一假两本驾照。
交警介绍说，如果牌证鉴定
全部为伪造，刘某所面临的处罚
将是：使用假车牌、假行驶证和
假驾驶证，分别可以罚款 5000
元记 12分，分别可以并处 15日

以下拘留；持 C1驾照驾驶两轮
摩托车，罚款 500元记 12分，并
处 5日拘留；闯红灯罚款 200元
记 6分。合并处罚 15700元、记
54分，合并拘留 20天。如果违
法车辆无法提供合法来源凭证，
将不予发还。

“
三社联动”创新社区服务模式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王歧
认为，
“三社联动”的目的是拓
丰）昨天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
展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渠
“三社”必须聚焦于
研究生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道和平台，
社共同发布《社会组织蓝皮书： 有效服务民生促进社区参与的
中国社会组织报告（2018）》， 目标，回归各自的角色定位，才
对社会组织现状和作用等方面 有可能实现自主联动。
北京东风地区试点的“三
进行了细致分析。我国社会组
织近两年快速发展，在国家治 社联动”，是指政府引入社会组
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 织专业力量进行政社合作，将
巩固和提升，特别是在社区治 外部的专业支持与社区内在的
资源有机整合，推动社区内外
理中成绩不凡。
社区、社会工作和社会组 部各类组织之间、各个利益群
织是社区治理的三驾马车。社 体之间、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
会组织蓝皮书作者、北京协作 良性互动，形成以社区为资源
者社会工作中心主任李涛通过 配置平台，以社会组织为组织
对北京东风地区“三社联动”试 载体，以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为
点项目进行系统梳理和全面分 专业支撑，优化配置三方资源，
析，阐释了“三社联动”机制建 构建以培育社会组织、发展社
设的目标、策略、方法和实施路 会工作、促进社区参与为格局
径，以及政府、社会组织、社区、 的“三社联动”机制。实践显示，
社会工作及社区居民等各方在 这种机制是一种颇为有效的社
“三社联动”中的角色定位。他 区服务、社区治理新模式。

乾隆
“四知书屋”玉玺首露面

北京晨报记者 黄晓宇 / 文
交警 / 供图

54 款婴童服装 9 款存质量问题

H&M 三款样品上“黑榜”
北京晨报讯（记者 陈琳）昨
天，市消协公布了 54款婴童服装
的比较试验结果，有 9款样品存在
质量问题，占样品总数的 16.7%。
其中，在朝阳大悦城销售的
H&M品牌童装有三款样品不合
格，分别是纤维成分及含量不符
合国家标准要求、色牢度未达标。
本次比较试验样品由市消
协工作人员以消费者的身份在
北京市金源新燕莎 MALL、华润
五彩城、蓝色港湾国际商区、朝
阳大悦城、汉光百货、凯德
MALL太阳宫店、爱琴海购物公
园、龙湖长楹天街、北京远洋未
来汇购物中心随机购买，涉及
54款样品，购买价格从 92元到
1380元不等。
此次比较试验样品从产品
的消费信息、有害物质、健康安
全性能等方面，对样品的产品使
用说明、纤维含量、外观质量、可
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甲醛含
量、pH值、异味、耐水色牢度、耐
洗色牢度、耐汗渍色牢度（酸性、
碱性）、耐干 / 湿摩擦色牢度、耐

唾液色牢度等项目进行测试。经
检测，54款样品中有 9款样品
存在质量问题，占样品总数的
16.7%。主要是耐湿摩擦色牢度、
耐干摩擦色牢度、耐洗色牢度、
纤维成分及含量、产品使用说明
等项目未达到国家标准要求。
测试结果表明，54款样品中
仅有购自金源新燕莎 MALL，售
价为 498元，标称香港港之慧有
限公司生产的 KiCCOLY牌，货
号 / 批号为 G2L74668的婴儿
裤样品未标注生产企业地址。有
3款样品纤维成分及含量不符合
国家标准要求，包括上述从金源
新燕莎 MALL购买的婴儿裤，北
京华润五彩城购买的售价 549
元的 PETITBATEAU男婴连
体衣；从朝阳大悦城购买的售价
179元的 H&M儿童牛仔裤。
pH值过高或过低，都会对
人体造成伤害。经测试，54款样
品中只有金源新燕莎 MALL商
场销售，商标为汪小荷牌儿童牛
仔裤的样品 pH检测值为 9.1，
超出了 4.0至 8.5的标准范围。

染色牢度是指纺织品的颜
色对在加工和使用过程中各种
作用的抵抗力。染色牢度差的商
品在使用过程中容易掉色，影响
产品外观质量，同时染料还可能
通过汗液浸入到婴幼儿及儿童
皮肤内，使身体遭受染料中化学
物质的侵害，而婴幼儿及儿童的
身体机能发育不完善，对于入侵
的化学物质不能及时排除体
外，从而对婴幼儿和儿童的身
心造成伤害。此次比较试验 54
款样品中，有 7款样品色牢度未
达到国家标准要求。分别是金源
新燕莎 MALL购买的售价498
元的 KiCCOLY婴儿裤；从蓝色
港湾购买，售价 349元，商标为
allo&lugh的 T/C裤子（水洗产
品）、售价 369元商标为 jacadi
的长裤、售价 119元商标为欧开
蒂的牛仔裤；朝阳大悦城购买的
售 价 399元 商 标 为 M.latin
baby的小黄点大冒险系列裤
子、售价 299元的商标为 H&M
的婴儿外套、售标为 179元的商
标为 H&M的儿童牛仔裤。

北京晨报讯（首席记者 崔

康熙帝的桦皮弓、乾隆帝的
白玉玺、枪扎不透的铁布衫、
7200粒珍珠绣成的巴掌大的
大象挂屏……“避暑山庄·外八
庙皇家瑰宝大展”即日起在园
博馆举办（见图），110件（套）
馆藏精品文物为近年来首次大
规模公开对外展出，其中包含
20余件国家一级文物。
避暑山庄中精美的清宫文
物令人叹为观止，乾隆帝南苑
围猎戎装图距今近 300年，色
彩艳丽，时年 29岁的乾隆英姿
逼人。用皇家独用的黄纸装裱、
红）

■相关新闻

首席摄影记者 吴宁 / 摄

清代永定河河道图首次展出

北京晨报讯（首席记者 崔

“明珠耀两河——
—西山永定
河与大运河文化带视角中的颐
和园历史文化展”开展，共展出
历史资料、器物等 60套。其中，
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复制
件、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藏皇家御船样式雷图、清代永
定河河道图均是首次展出。
开展的同时，颐和园宣布
红）

恭楷大字的京剧本子——
—安殿
本比现在的任何书籍都华丽精
美。白玉制的乾隆帝“四知书
屋”玺更是首次露面。四知书屋
殿是避暑山庄中轴线上的重要
建筑，是皇帝更衣小憩、接见重
要官员、举行“秋谳大典”——
—
终审全国死刑案件的场所。“四
知”源于《易经》“君子知微、知
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四
知”玉玺体现了乾隆皇帝“刚柔
相济、恩威并施”的治世思想。
据悉，展览将展至 8月 19
日结束，市民可免费参观。
成立颐和园研究院。研究院下
设古典园林植物研究所、园林
文物研究所、园林古建研究所、
园林文化与传播研究所。研究
院是一个开放性学术平
台——
—整合颐和园已有学术
力量，同时引入“外脑”，组成专
家委员会，旨在推动颐和园文
化研究，扩大颐和园文化传播
力和社会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