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坑了烟台一家公司，逃至美国

嫌嫌犯犯外外逃逃四四年年被被烟烟台台警警方方劝劝返返

坑了烟台公司

老总不见踪影

刘某涉嫌的是一起发案于2010

年的合同诈骗案件。
2010年烟台一家公司从国外进

口硫磺，委托海口某公司出售。刘
某就是海口这家公司的总经理，两
个月时间里，海口某公司替烟台方
卖出了价值2500多万元的硫磺，但
只将其中500多万元的货款交还给
烟台公司。之后，海口某公司以未
收到全部货款为由，迟迟不将余下
的2000万元交还烟台公司。2010年8

月，烟台公司向烟台市公安局经侦
支队报案。

2010年8月，烟台市公安局正式
立案，当年12月，刘某被列为网上
逃犯。据了解，刘某在公安部门立
案之前已经辞职离开海口这家公

司，并已逃至美国。
之后的4年时间里，虽然办案人

员更换了，但烟台市公安局始终没
有放弃对刘某的追捕。“猎狐2014”行
动开始后，经侦支队二大队接受任
务，与刘某展开了“心理战”。

公安部门了解到，刘某这几年
在国外的生活并不十分如意，经常
辗转世界各地更换工作。

为此，市公安局的领导亲自与
刘某通了电话，得知刘某的主要顾
虑在于对公安机关和面临的刑事
处罚心存疑虑，怕回到国内说不清
楚，受到不公正待遇。另一方面，他
还希望把事情查清楚。

赴香港劝返成功

嫌疑人主动投案

2014年12月21日，烟台市公安
局经侦支队办案民警与刘某经过

多日的交流沟通，双方达成了在香
港会面的意向，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二大队副大队长董峰带队赴香港。

当天，在香港一家宾馆，董峰
见到了外逃4年之久的刘某。他向
刘某阐述了警方立场，只要他主动
投案，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积极
退还赃款，公安机关可以变更他的
强制措施，回国后可取保候审，在
法律允许范围内正常生活，与家人
团聚。对于4年前的案件，公安机关
也会给刘某公正处理。

同时，董峰也指出，虽然刘某
现在在国外，但国外不可能是永远
的避罪天堂。随着公安部与国际刑
警组织的合作关系日益畅通，外逃
嫌疑人终有回国接受惩罚的一天。

当天，刘某同意回国。第二天
上午，刘某通过深圳皇岗口岸入
关，守在这里的董峰及同事将刘某
带回烟台。

“猎狐2014”烟台缉捕6名外逃嫌犯

从烟台市公安局经
侦支队获悉，烟台“猎狐
2014”行动成果显著，截至
目前，共缉捕外逃经济犯
罪 嫌 疑 人 6 名 ，缉 捕 率
54 . 5%。

据警方介绍，烟台市
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情况
复杂，外逃地涉及美国、澳
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泰
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斯里兰卡、香港等，涉
案金额10 . 2亿元。外国籍
和香港特区居民3名，外逃

10年以上的3人，涉案金额
千万元以上的8人，发布

“红色通缉令”的6人。
“猎狐2014”行动扎实

有效推进，先后劝返5名，
抓获1名。其中，芝罘区劝
返2名、抓获1名，开发区
劝返1名，莱阳劝返1名，
市局劝返1名。

烟台“猎狐2014”专项
行动工作得到了公安部、
省公安厅的充分肯定。

本报记者 张琪
通讯员 徐忠

3万只丹麦水貂“打飞的”来烟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王永军） 近日，威海某

公司从丹麦进口的3万只
活体改良种用水貂搭乘包
机抵达烟台莱山国际机
场，烟台海关关员为这批
特殊的“海外来客”快速办
理了通关验放手续。

活体动物通关对时效
要求较高。如果途中运输时
间过长，种用水貂易因生存
环境变化而患病死亡。

为确保水貂快速通

关，烟台海关主动与企业
取得联系，指导企业提前
传输舱单进行预申报，在
包机抵达前即做好单证
审核工作，并安排专人在
停机坪值守，飞机一落地
即可实施现场监管验放，
保证了水貂的成活率。

“海关工作做得这么
细致高效，使水貂安全到
家，我要给海关点个赞。”
负责这批水貂货运通关
代理的刘军荣说。

留下过年的员工有红包奖励，还有年假可休

年年底底招招工工难难，，老老板板齐齐出出招招
本报记者 苑菲菲

还有一个半月就过春节了，不
少店面贴出了“马上要人”、“招聘
服务员、厨师”、“包食宿招收银员”
等广告。

连日来，记者了解到，由于不
少外来务工人员已回家过年，餐饮
等服务业人员紧缺。不少老板为了
留住员工，许诺大年夜给发红包、
发双倍工资，还给员工年休假。就
这样，仍然难招到人。

眼看要过年

外地员工提前回家

“招聘广告贴出去有一段时间
了，但还没有什么应聘的。”川西火锅
店经理贾先生说，干餐饮这行的外来
务工人员居多，一些服务员提前就辞
职回家过年去了，年后打算换地方
干，所以年底服务人员这块人手要紧
缺一些。加上店里大年三十也要开
张，过年这段时间会忙一些，多招几

个人手一是为年后做储备，二也是为
了能让员工们有个换班的。

贾先生说，店里为了能留住
人，许诺员工10天的年休假，并且
还增加了工龄补贴，多干1年每月
能多拿100块钱的工钱，年底有年终
奖和福利，工龄长的年终奖相对也
多一些。此外，店里给员工包食宿，
还签合同交保险，“但有不少员工
不愿交保险，愿意多拿点钱，不想
干了领了月工资就辞职，更自由
些。”贾先生说，之前招服务员都要
求是小姑娘，现在年龄方面放宽到
了40岁，欢迎男服务员。就这样，岗
位还是咨询的占多数。

老板“出血”

吸引员工留下

烟台东祺汇海大酒店最近也
在为年底招人发愁。负责人綦先生
说，目前酒店主要的缺口是服务员
和厨师，主要是一到年底员工心态
就比较浮躁，有的干脆就辞工回家

了，为了让员工在过年期间安心留
下干活，酒店许诺留下的员工每人
都会有个红包，过年期间的工资双
倍发，年底员工们还能聚餐，这才
留住了一些人。

连日来，记者在烟大市场、上
夼美食街、南洪街等餐饮店比较集
中的地方发现，不少店面都贴出了
招聘广告，需求的岗位大多是营业
员、服务员、收银员、保安等等。而
人力资源市场近日的分析报告也
显示，目前用人需求前十的工种里
面，就包括营业员、服务员、收银
员、保安。不少餐饮店甚至常年贴
出招聘服务员的广告，开出的工资
多是岗位+绩效+奖金，工资水平也
多在每月3000元左右，大多数店也
都包食宿，但年底这个时间段仍然
难以招聘到足够的人手。

业内分析认为，餐饮业本来就
比其他行业的人员流动性大，几乎
全年都缺人，在越到年底越忙碌的
情况下，人手紧缺的问题越发凸
显。

111100宣宣传传日日民民警警现现场场““考考””市市民民报报警警常常识识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侯艳

艳 通讯员 王永文 孔大鹏）
遇到哪些情况可以拨打1 1 0报

警？拨打报警电话时又有哪些注
意事项？10日，在“110宣传日”活动
现场，烟台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
民警现场向市民提问，考起市民
报警常识。

民警说，事发紧急报警人容易

激动，表述不清情况，耽误出警时
间。报警时最忌讳报警人说不清楚
事件情况和地点。“说地点时尽量
详细，先说所在的区，再说街道和
门牌号，如果歹徒携带了凶器，还
要说明凶器是枪、刀还是其他东
西。”

民警还提醒市民，拨打110后应
在报警地等候，有案发现场的应注

意保护，不要随意翻动。万一遇到
歹徒袭击，无法报警时，要及时委
托他人帮忙报警，也可通过12110短
信报警系统求救。

记者从烟台市公安局获悉，
2014年全年，烟台110共接群众有效
报警求助40万余起，出动警力93万
余人次，处置刑事案件3万起，治安
案件17万起，各类事故18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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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琪 通讯员 徐忠

日前，烟台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在香港将一名外逃4年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劝返。
“我们用的是攻心策略，解除对方的心理抵触，这个案子更多的是心理的较量，而
不见刀光剑影。”烟台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民警这样形容他们的劝返案例。

头条链接

加拿大来的集装箱里查出死浣熊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王永军） 近日，烟台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在对一批
来自加拿大的机械配件的
木质包装实施查验时，发
现集装箱中有一具已死亡
的动物尸体，这是烟台首
次在集装箱中检出夹带野
生动物尸体。

查验人员立即采取
封存隔离等措施，后经动
物专家鉴别，死亡动物为

加拿大野生浣熊。由于这
批货物自加拿大口岸起
运到达烟台口岸时已有
近两个月的时间，浣熊尸
体已经腐烂变质，尸体上
覆盖了大量的虫卵，虫卵
可能成为疫病的传播媒
介。烟台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对
集装箱实施了熏蒸消毒，
对动物尸体采取了深埋
销毁处理。

2014年市区查处各类黑车607台次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蒋大伟） 近日，市交通

局运管处抽调专人进驻城
铁烟台南站，专职负责烟
台南站非法营运车辆的治
理工作。11日，记者在烟台
南站采访时发现，市交通
局运管处的工作人员正在
组织出租、公交有序进出，
没有发现市民前期提到过
的“黑车”拉客行为。

“2014年，我们组织开
展了贯穿全年的专项‘畅
安行动’，在市区范围内分
5个阶段对‘黑车’做了专
项治理，全处共计查处各
类黑车607台次。”市交通
局运管处市场管理大队副
大队长姜超说。

据了解，2015年市交
通局运管处将继续组织
开展“2015畅安行动”。

慈善拍卖

1月11日上午10点，由中国名人
名家书画院主办，中国名人名家书画
院烟台分院承办的“中国大爱无疆，
慈善之光书画名家作品拍卖会”在开
发区凤台大厦二楼举办。现场来自全
国书画界名家的70余幅作品拍卖高
潮迭起。据了解，拍卖的部分款项将
捐助给烟台一名患有罕见血液病的
两岁男童轩轩用于治疗。

本报记者 陈莹 通讯员 王
云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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