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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政才涉嫌受贿案被提起公诉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被告人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
新 华 社 电 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
悉， 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
员、重庆市委原书记孙政才涉嫌受贿
一案，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
经依法指定管辖，移送天津市人民检

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 近日，天津
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天津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
告知了被告人孙政才享有的诉讼权

利，并讯问了被告人孙政才，听取了
其辩护人的意见。 天津市人民检察
院第一分院起诉指控：孙政才利用其
担任中共北京市顺义区委书记、北京
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 农业部部

长、中共吉林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
委员、 重庆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
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
巨额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

公安部破获特大网络制售有毒保健品案
统一指挥协调 抓获犯罪嫌疑人76名 涉案值12亿元
日前，在公安部统一指挥协调下，
河北承德市公安机关侦破一起特大网
络制售有毒有害保健品案,涉案值 12
亿元。
截至目前，全国各省市共顺线抓

招商合作
温县怀草堂怀药专业合作社 ，有合
作 2 万亩土地，有航天甜高梁种籽，
高产种植，养殖、加工技术，亩产万
元经济收入， 愿有经济实力企业家
合作。
联系电话:1501030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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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同力宏达停车管理有限公司招工简章 广
刊
一.停车管理员 20 名：薪酬待遇：3400 元 / 月 --4000 元 / 月 提供食宿 登
电

男，18 周岁至 50 周岁，身高 1 米 65 以上。 女，18 周岁至 45 周岁，身
高 1 米 58 以上。（以身份证出生日期计算）身体健康、责任心强。

二.收费主管 5 名： 薪酬待遇：4500 元 / 月 提供住宿
男女不限，40 周岁以下，有会计证者优先；

工作地点：北京城区，就近分配。 条件优异者，年龄可适当放宽。
电 ?话：67307080 联系人： 豆小姐 徐先生
面试地点：朝阳区农光东里 34 号楼 C 座 41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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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与此案有关的嫌犯76人，打掉黑窝
点19个、黑工厂3个、涉嫌非法经营犯
罪的化工厂1个， 查获有毒有害保健
食品15万盒、 西药原料1.3万余公斤、
制假流水线4条、化工生产设备27台。
其中河北承德警方作为主侦单位共侦
破核心案件37起， 抓获嫌犯46人，其
余相关案件也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老人服用“
仁合胰宝”不适
引出惊动公安部的大案
据了解，2016 年 6 月， 河北承德
公安机关接到承德市患有糖尿病的老
人李江（化名）举报称，服用从某电商
平台“仁合胰宝企业店”购买的“仁合
胰宝” 后出现严重不适。 该食品送检
后， 检出国家明令禁止添加的违禁物
质盐酸苯乙双胍。 接到河北公安机关

报告后，公安部高度重视，组成专班督
导推进，要求全面摸清犯罪网络、打掉
制假源头、全链条摧毁销售网络。
期间， 公安部接到湖南省公安厅
报告， 怀化市公安局正在侦办一起互
联网销售
“
仁合胰宝”案件。 经研判分
析，两起案件指向同一制假源头，公安
部决定并案侦查，由公安部挂牌督办，
统一指挥，集群作战。

生产成本不足 5 元
电商售价超 25 倍
经查， 山东曲阜某化工公司负责
人颜某组织人员违法生产盐酸苯乙双
胍、 盐酸二甲双胍等国家明令禁止在
保健食品中添加的降糖类高纯度原料
药， 以化工产品或医药中间体名义非
法销售给生产有毒有害食品或假药的

黑工厂、黑作坊。涉案
“仁合胰宝”每盒
生产成本不足 5 元，“出厂价”12 元，
批发价 40 元， 电商平台零售价 125
元， 线下店铺零售价高达 300 元，犯
罪链条各个环节均存在暴利空间。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告诉 《法制晚
报》记者，该案是国务院食安办牵头部
署开展食品、 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
传专项整治中多地区多部门联动成功
侦破的典型案例， 也是岁末年初公安
机关治安集中打击整治行动中由公安
部挂牌督办并统一指挥破获的首起有
毒有害食品大案。
该负责人称，此案受害人员之广，
犯罪人数之多，涉案金额之巨，链条之
完整、犯罪手段之隐蔽，是近年来破获
的国内同类案件中影响较大的一起典
文 /记者 朱健勇
型案例。
通讯员 张海龙 蔡世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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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冷如何正确使用车内暖风
冬天开车， 最恐惧的情况就是
上车后那几分钟，车里冰冷刺骨，方
向盘、座椅，哪哪都冷，这时候多数
人肯定会想到开暖风， 赶紧暖和一
下。 可是，这种使用暖风的方法并不
正确， 今天就教大家几条使用汽车
暖风的小技巧。
1.启动后不要马上开暖风
车外天寒地冻， 当你进到车里
时， 第一时间肯定是想赶紧暖和一
下，插上钥匙，打着火，立刻打开暖
风，调到最大风量，最高温度，可是
吹出的竟然是冷风。 因为车辆刚启
动，水箱的水温很低，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让水温升高， 这时打开暖风不
仅会让你感受到阵阵冷风， 还会给
发动机增加负担， 导致水温升高得
更缓慢。 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先让车
辆运转一会儿， 等到水温指针达到
正常水温一半时，再使用暖风，而且
开启暖风后先使用外循环， 让车内
空气焕然一新， 过几分钟后再转为
内循环。
2.暖风不需要按 AC 键
大家都知道夏天用汽车空调要
按下 AC 键，那冬天使用暖风是不是
也要按下 AC 键呢？ 其实并不用。 因
为汽车暖风工作的原理是非独立式
余热供暖系统， 也就是利用水箱、排
气管等散发的热量加热空气，然后由
风机吹到车内。因此使用暖风时不需

要启动压缩机，这样就足够了。
3.开暖风不会增加油耗
汽车空调的暖风和冷风工作原
理不太一样，暖风是依靠水箱、排气
管等热交换工作的，除了风机，基本
用不到其他设备， 所以开暖风后的
油耗和正常驾驶时差不多。 只有当
你上车后急于开暖风时， 由于过早
开启暖风，发动机温度反而会降低，
汽车电脑会因此判断让喷油系统加
大喷油量，以快速提高发动机温度，
这时才会增加油耗。
4.车窗起雾怎么办？
冬天开车还会经常遇到一种情
况是车窗起雾。 这时你该怎么办？ 相
信很多车主都知道， 可以把暖风调
到吹车窗的挡位， 这样就能迅速吹
去车内车窗上的雾气。 需要注意的
是，这时不用按下 AC 键，因为自然
风会很快吹走雾气。
5.长时间停车吹暖风不可取
大家经常会遇到开车等人的情
况，而且冬天车内开暖风，夏天开空
调，时间长的话，有人还会在车上睡
一觉。 一般来说，在空旷、空气流通
的地方这样做没问题， 但要是在空
间狭小的地方，比如车库，或者空气
流通不畅的地方， 就有可能造成车
上人员一氧化碳中毒。 所以使用暖
风要注意使用环境， 且长时间使用
暖风也要注意开窗通风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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