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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城事

损毁磁扣偷钱包

报警器响落法网
本报威海 12月2日讯(记

者 冯琳 通讯员 王高
聪) 1日，荣成的高某在超
市里偷盗一个钱包，以为将
钱包上的磁扣损毁后，报警
器就不会报警。可由于磁扣
只损毁了一半，报警器还是
响了起来。

1日下午，荣成民警巡逻
至水产集团大门处，发现前
方一男子向北奔跑，超市工
作人员在后追赶，民警帮助
抓获该男子，并将其移交至

渔货贸易区派出所。经审讯，
高某在超市里看到一男士钱
包，起了偷盗的邪念。高某知
道偷盗超市产品出门时，超
市门口的报警器会响，便将
钱包上的磁扣损毁后，放心
地走向超市出口。正当高某
要溜出超市时，报警器突然
响起来。高某急忙跑出超市
继续向北逃跑，被民警和超
市工作人员抓获。

目前，高某已被处行政
拘留10日。

收受返利款3万元

一宾馆受到处罚
本报威海 12月2日讯(记

者 冯砚农 通讯员 连呈
辉) 日前，环翠工商分局执
法人员在检查辖区内一家宾
馆主营业务账目时发现，其
收入账目中有收受旅游景点
的折扣款和返利款的记录，
涉嫌商业贿赂。

经进一步调查取证，执
法人员了解到，该宾馆是负
责某大型企业系统内员工

组织培训、招待和考察业务
的经营单位，自2010年起在
组织该企业系统内员工考
察时，收取威海周边旅游景
点支付的按人头计算的返
利款税后共计 3万余元，并
将其记录在主营业务收入
账中。根据《反不正当竞争
法》的相关规定，12月1日，
当事人依法上缴了非法所得
及罚款。

近日气温忽高忽低

提醒居民谨防感冒
前几天的最高气温都到

15℃了，像暖春一样。今天的
天气是阴转多云，气温还比
较低，温度沿海1℃～7℃，内
陆-1℃～9℃，北风也由5～6
级减弱到3～4级。明天的天
气转晴，最高气温能达到
15℃。后天仍然持续晴好天
气，最高气温仍在15℃左右。
不过，后天夜间又要来一股
强冷空气，天气转阴，最高气
温降到7℃左右，最低气温又
将降到零下。

气温忽高忽低，且变化

这么大，这样的天气特别容
易使人感冒，您得小心。运动
抵制百病，冬季多做运动可
以增强肌体和脏器的机能，
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
增强免疫能力。

本报记者 陶相银

公交“趴窝”众人给力
2日下午，一辆公交车在青岛路行驶时半路熄火，司机一时无法

再次启动，车上乘客见状纷纷下车帮忙推车，这才使公交车发动起
来。 本报记者 侯书楠 摄

灶具使用超过8年必须更换
燃气公司检查发现，不少用户家中存在安全隐患

本报威海12月2日讯(记
者 许君丽 ) 为维护安全
规范的用气环境，确保市
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近日，
威海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在
收取季度燃气费的同时，
入户对市民家中的供气设

施进行安全检查。
记者采访了解到，通

过检查，部分居民家中存
在一些违章行为和安全隐
患，如灶具使用期限过长，
连接软管超期、老化、油
污、没有管卡，灶具无熄保

装置，阀门上挂物品或者
松 动 等 ， 针 对市民的情
况，工作人员开出整改通
知单，做出合理的整改建
议。

在此，港华燃气提醒
市民，使用期限超过 8年的

灶具必须及时更换，选灶
具时一定要选择带安全熄
火保护装置的专业灶具。
市民如有燃气方面的问题
和疑问，可致电港华燃气
服务热线 0 6 3 1 - 5 2 0 7 7 7 9
咨询。

住院发票丢失，保险公司拒赔
投保人：保险公司做法不合理 保险公司：公司有理由拒赔
本报记者 许君丽

山东明威律师事务所的杨玉山律师表示，根据有关规定，杨先生不能提供原始发票，保险公

司有可能拒赔。但本着实事求是和客户至上的原则，保险公司理应对投保人是否发生住院事实等

情况进行核实，而不是草率地以不能提供原始发票为由拒赔。

“保 险的本意是爱心和
互助，别的手续都是全的，一
张原始发票没了就拒赔，这
样合理吗？”由于原始住院发

票不慎丢失，保险公司竟以
此为由不予理赔，近日，市民
杨先生向记者反映自己的遭
遇，并为此烦恼不已。

格事件起因

丢失住院发票，理赔遭到拒绝
杨先生告诉记者，今年

5月28日，在市区某中学初
三上学的外孙小豪在体育
课上受伤，住院花了 3 9 5 1
元。想到去年9月他曾花60
元为外孙在学校买了一份
平安医疗保险，其中包括学
生幼儿平安保险、学生幼儿
平安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医
疗保险、学生幼儿平安保险
附加住院医疗保险三项，出

院后，杨先生拿着住院病
历、发票等到中国人寿威海
分公司报销。由于杨先生误
将保险单当成银行存单存
放起来，未能出具保险单或
者保险单号码，而作为监护
人的小豪父母又在外地上
班，保险公司让杨先生到公
安部门开证明，证明与小豪
的关系。为此，户籍在哈尔
滨的杨先生专程回老家到

派出所出具证明。在此期间，
杨先生将小豪住院时的原始
发票丢失，于是，保险公司以
杨先生不能提供住院发票原
件为由做出拒赔的决定。

得到保险公司的答复
后，杨先生来到小豪就诊的
医院，希望医院补开发票，医
院表示不可以，但医院查找
到小豪住院时的发票底联进
行了复印，并在复印件上加
盖印章，证明其与原件一致。
带着医院加盖印章的复印
件，杨先生再次来到保险公

司，但得到的答复依旧是拒
赔。对于保险公司的决定，杨
先生很不理解。“当时投保的
时候，并没有要求写孩子父
母的名字，而是写的我的名
字，为什么最后理赔的时候，
我还需要开具证明，证明关
系才能办理手续？原始发票
是后来我不慎丢失的，第一
次去的时候工作人员是看见
的，我也确实没有在其他地
方报销医疗费，一张纸没有
了就拒赔，这严重损害了投
保人的利益。”

煤气中毒患者近期明显增多
一医院半月接诊六名患者

本报威海12月2日讯(记
者 刘洁 通讯员 王金玲)

2日11时30分许，荣成市中
医院高压氧舱室工作人员正
在对一名煤气中毒患者进行
高压氧治疗。经过两个多小
时的治疗，55岁患者张老汉
逐渐清醒。据了解，张老汉已
是半个月以来，该院收治的
第六名煤气中毒患者了。

55岁的张老汉在荣成市
埠柳镇风头村一家养猪场工
作。天气渐冷，为了取暖，他在
住宿的小屋里生起了煤炉
子。2日早上7点，刚上班的工
友发现张老汉躺在床上，意
识不清，问话不能回答，屋中
还有刺鼻的煤烟味。工友们
突然意识到张老汉可能是煤
气中毒了，于是立即将其送

到当地卫生院。卫生院在给
张老汉进行吸氧、静滴药物
后，症状稍好转，但仍意识模
糊。考虑到煤气中毒最有效
的治疗方法就是高压氧舱治
疗，于是将张老汉转到荣成
市中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据荣成中医院内三科主
任王浩介绍，冬季来临，农村
很多地方都生起煤炉子，如

果操作不好，容易煤气中毒。
轻度中毒患者会感觉到头
晕、头痛、眼花、全身乏力，这
时如能及时开窗通风，吸入
新鲜空气，症状会很快减轻、
消失。重度中毒患者必须尽
快抬出中毒环境，在最短的
时间内检查病人呼吸、脉搏、
血压情况并进行紧急处理，
同时呼叫120急救服务。

格保险公司说法

复印件不能作为理赔依据
中国人寿威海分公司理

赔科科长于少莉表示，由于学
生平安医疗保险一直以团险
形式办理，都是由学校统一

办理，尽管规定学平险的
投保人只能是未成年学生
的家长或监护人，但仍有
不少人没有按规定执行，
有的甚至是学生班主任的
名字。根据规定，理赔的受
益人必须是孩子的监护
人，杨先生最初不能提供
保险单或者保险单号码，也
无法证明与孩子的关系，不
能作为理赔的受益人，故公
司要求出具公安机关证明。

于少莉告诉记者，为了
维护公司的合法利益，避免
出现重复报销、骗保等情况
的发生，保险公司要求投保
人带着发票原件，待保险公
司核实后再决定是否赔付。
杨先生不能提供原始发票，
根据公司财务政策，公司有
理由拒赔。至于医院出具的
复印件，与原始发票不存在
等同效用，公司认为不能作
为理赔的凭证。

格律师观点

建议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山东明威律师事务所
的杨玉山律师表示，根据我
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
定，杨先生不能提供原始发
票，保险公司有可能拒赔。
但本着实事求是和客户至
上的原则，保险公司理应对
投保人是否发生住院事实

等情况进行核实，而不是草
率地以不能提供原始发票
为由拒赔。杨律师建议杨先
生走法律途径，向法院诉
讼，证明原始住院发票确实
是不慎丢失，由法院出面调
解或者判决，维护自己的权
益。

文登海参苗种

抽查全部合格
本报威海 12月2日讯(记

者 林丹丹 通讯员 王树
科) 近日，文登市政府组织
威海市海洋与渔业局等部门，
对8家海参质量安全进行综合
执法联合检查，抽查的6个海

参苗种合格率均达到100%。
执法检查对于海参质量

安全状况、保证海参质量安
全、加强海参产业监管、规范
海参流通市场等方面起到了
良好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