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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主选牌号“节奏”加快了
一人一天最多只有 18 分钟选号时间

本报 6 月 2 日讯 (记者 张

焜) 选车牌一天最多只有 6 次机

会，每次限时 3 分钟。2 日，记者从
潍坊市车管所了解到，为了让市民

更快地选到满意车牌号，车管所对

选号进行了调整，限制了自编选号

的范围和时间。

2 日，市民史先生和家人来到

潍坊市车管所选车牌号，走到车管

所一楼东北的触屏选号机前，他点

击选择了“自编选号”业务后，史先
生输入了自编号码后，屏幕上该号

码已经被注册，同时选号机提供出

近 30 个类似的号码。史先生和家

人在 5 次选择都没成功后告诉记

者，每次选号只有 3 分钟的时间，

要看近 30 个号码，再相互比较看

哪个好，时间略微有些紧张。

车管所业务督导科吴小丹科
长说，现在市民有“自编选号”和

“随机选号”两种选号方式，选择自

编选号后，一位车主当天可进行 5

次选号，每次选号时，如果号牌库
中没有车主所编的号牌，就会显示
近似车牌近 30 个。不过，在 3 分钟

内没有选择车牌的话，系统就会退

出。如果非要当天选出号码，车主

还可以选择“随机选号”，也是限时
3 分钟。车牌号被选出后，选号机

将自动打印出选号单，车主拿单子

就可直接到缴费窗口缴费办理牌

照。以前，有的车主选择号牌能用
好几个小时，占用了其他车主的时
间，现在这种情况不会出现了。

吴小丹科长说，目前，车牌机

选库中有 5000 个车牌号，并且每 1

个小时就会刷新一次，而在以前，

一个号段的牌号放出后，只有剩下
4 成时，才能增加新号段。而且号

牌系统升级后，报废、过户车辆后

所留下来的车牌号都会在规定期

限后自动进入号牌库备选，市民还

可能会选择到以前的许多好号牌。

比如前几天就有市民选到了末尾
“666”的号牌。

据介绍，以前市民在选到车牌

号后，还要到有关窗口去确认，现
在这道手续没有了。只要有了选号

单凭证，马上就可以办车牌。如果

市民选择号牌顺利的话，最快 2

分钟就能办缴费办理车牌了。

40 年老小区换新自来水管

请注意，这些是假药！

潍坊药监局公布近期假药名单

本报 6 月 2 日讯(记者

马媛媛)2 日，潍坊市药监局
公布近期查获的几种假药名

单，希望市民能够提高警惕，

以免买到假药。

查获的假药有：研制单位
名称为“北京国际现代男科医

院”，产品名称为“十珍排毒强

肾胶囊”、“十珍前列贴”、“固

精育根胶囊”，几种产品均为
未经批准注册的假药，标示的

研制单位为虚假机构。产品名

称为“宜康活力胶囊”，标示研

制、生产单位名称为“北京糖

尿病研究所”、“中国生物科学

制药有限公司”、“中国生物医

学药物研究院”的几种产品为
未经批准注册的假药，标示的

研制单位均为虚假机构。

潍坊市药监局要求各县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属
各开发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迅速对辖区内药品经营单位
和使用单位进行监督检查，一

旦发现所列假药，依法予以查
处。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如果

购买到上述产品的假药，可
向药监局举报。

本报 6 月 2 日讯(记者

郑雷 通讯员 李伟 蔡永
辉)2 日，记者从奎文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有四

十年历史的中百实业家属

院，因为自来水管道老化，

经常停水，水流中还会有铁

锈，如今，新自来水管道正
在通入这个老社区。

2 日，记者来到了位于宝

通街以南、潍州路以东的中

百实业家属院，看到几栋楼

前，崭新的黑色自来水管道

从地面下露出来，两个新砌

的井口里是崭新的自来水水

表。这个家属院共有 11 栋

楼、 222 户居民，最老的楼

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建造

的，距今已经有四十年的历

史了。

中百实业物业部工作人

员李同宝告诉记者，小区里原

来都是一楼一表，水费也都是

居民公摊，如今，对小区进行
一户一表改造后，每户都有独

立的水表。目前小区内自来水

管的主管道已经铺好了，正在

进行入户安装。改造费用为居
民、政府部门和自来水厂各出
350 元。

本报 6 月 2 日讯(记者 马

媛媛)为保障广大中高考生饮

食安全和身体健康，预防食物
中毒事件发生，2 日，市药监局
提醒广大考生，尽量不要在路

边摊点用餐。

近日，潍坊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开展考前餐饮安全全

面检查。据介绍，潍坊各地教育

行政部门已将设立考点的详细
地址、考生人数、考生和监考工

作人员食宿点等相关信息通报

至当地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

部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

部门要在中高考前开展学校食
堂、考生食宿点及其周边餐饮

服务单位以及考生集体用餐

配送单位的全面检查，排查各
类食品安全隐患。

2 日，市药监局的工作人

员介绍，中高考期间正值炎热

高温天气，是食物中毒易发和

高发季节，提醒广大考生科学

健康饮食，不在路边摊点用

餐，不再流动摊贩购买食品，

不吃不洁食品、过期食品。

潍坊药监局提醒中高考生

考试期间，尽量别吃路边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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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军区司令部医

院著名股骨头坏死病专

家王瑛教授，毕业于上海

第二军医大学，多次出国

进修学习。工作中积累了

丰富的临床经验，重点研

究股骨头坏死发病原因和

新的治疗方法，取古医精

华，结合现代高科技，解决

这一世界难题。她与科研

组专家成员翻阅历代医学

书籍、世界医学相关资料，

从股骨头坏死发病机理入

手，在数百种天然动植物

药中提炼高效成分，以世

界稀有珍贵“刺山麝”为君

药，经科学配方精制而成

“中华活骨宁”等新药，药

效直达病灶，加快骨组织

再生，作用准确，疗程短，

见效快，合理用药，药效针

对股骨头坏死的部位促使

骨组织和毛细血管迅速生

长，短期恢复健康。经北京

等权威医院上万例中外患

者临床验证，对各期久治

不愈的股骨头坏死有特

效，填补医学史上股骨头

坏死无法治疗的空白，是

患者治疗的难逢机会。

电话：0531-82025296
(地址同下)51686304

济南军区司令部医

院著名脊柱炎、类风湿

病专家张秀骊教授毕业

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多

次出国讲学，工作中积累

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长期

重点研究脊柱炎、类风湿

发病原因和新的治疗方

法，取古医精华，结合现代

高科技，解决了这一世界

难题。她与科研组专家成

员翻阅历代医学书籍、世

界医学相关资料，从脊柱
炎、类风湿发病机理入手，

应用人类白细胞抗原、抗
体为依据，在数百种天然
动植物药中提炼高效成
分，经科学配方精制而成

“脊柱炎康宁丸”、“活血镇
痛丸”等多种新药，填补了

强直性脊柱炎、类风湿无
药治疗的空白。经合理用
药，药效直达病灶，加快骨
关节修复，使畸形、功能障
碍的各部位关节短期恢复
正常。经北京等权威医院
上万例中外患者临床验

证，该药见效快、作用准
确、疗程短，尤其适合病程
长，反复发作、体弱的患
者，是目前最佳的选择。

咨询

电话
0531-

地址：济司机关医院(济南

市委南门对面)东一楼股骨

头坏死科、脊柱炎科、类风

湿科；济南大纬二路南首

建国小经三路，乘 4、35 路

公交车到经七纬二路站下

车往南 150 米右(西)拐即

是。

82025806
516893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