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日 威 海

大大命命女女婴婴被被弃弃树树林林55天天后后获获救救
因患先天性疾病遭遗弃，目前在市立医院治疗

本报5月31日讯(记者 孙丽
娟 通讯员 朱同伟) 新生女婴
患先天性疾病，父亲闫某承担不
起高额医药费，更担心无法治愈，
停止了对孩子的治疗，还把孩子
遗弃在树林里。顽强存活5天5夜
后，大命女婴被发现并得救。因涉
嫌遗弃罪，闫某被取保候审。

5月17日16时30分，市民李女
士步行至高区世昌大道某小区路

口东北方向的树林附近，隐约听
到阵阵啼哭声。循声寻找，李女士
在树林中发现一个包裹，打开一
看，里面竟是一名弃婴，李女士赶
紧报警。

高区涝台边防派出所民警赶
到现场，发现婴儿脸色苍白，嘴唇
发紫，呼吸微弱，随时有生命危
险。民警拨打120，婴儿被送往张
村医院，为使婴儿获得更好救治，

民警随后又协调联系转至市立医
院。

经查，医生发现这名女婴出
生不久，患先天性心脏病、肺炎等
疾病。医生在随后抢救女婴过程
中，发现她曾在市立医院接受过
治疗，后被父亲接走出院。根据这
个线索，5月27日，民警在高区某
小区找到了女婴的父亲闫某，将
其传唤至派出所。

今年31岁的闫某是临沂人，
和妻子在威海打工。今年5月6日，
他的女儿出生后被查出先天性心
脏病，在市立医院接受治疗。治疗
数天后，他被医生告知孩子要做
进一步治疗，需要更多费用。

闫某经济条件受限，也担心
孩子无法治愈，11日，闫某自作主
张办理出院手续，将孩子接走。担
心此举遭妻子责怪，闫某没把这

事告诉妻子，而是把孩子放在面
包车内。12日早晨，闫某开车时发
现孩子好像没了呼吸，“以为孩子
不行了”，便驾车将其遗弃在树林
里。

截至被路人发现时，大命女
婴已在树林里待了5天5夜。得知
真相后，闫某的妻子将孩子接回，
目前，女婴仍在市立医院接受治
疗。

挂注销号牌

20天超速25次

本报 5月 31日讯 (记者 王
震 ) 文登一男子在自己的轿车
上使用注销车牌，20天内经过同
一测速点被记录超速 25 次。目
前，该男子已被警方查获，因挪用
号牌，被罚款2000元、记12分。

近日，文登交警大队南海公
安综合指挥中心民警发现，龙海
路、环海路交叉路口南的测速卡
口处，一辆轿车20天时间超速25
次。这一测速卡口5月1日投入使
用，限速每小时70公里，这名驾
驶员驾车经过时速度都达到每小
时100公里左右。民警通过查询
发现，车牌属于一辆小型普通货
车且已被注销。

5月28日，民警在测速点拦
截住那辆车，最终确定它应该悬
挂北京牌照。驾驶员交代，他在文
登上班，为避免违章时被处罚，他
就挪用了他人被注销的车牌。

山东众鑫食品有限公司和荣
成宇通对外加工贸易有限公司在
去年获得国家发改委冷链物流专
项扶持资金300万元基础上，又获
得省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扶持资
金200万元，两个项目将增加5万
吨冷库库容，年实现冷链物流配
送量36万吨。 记者 王帅

威海市财政局大力支持公交
智能化建设，投入2000万元完成
智能公交调度平台和应用系统建
设，为更好地满足老年群体乘车
需求，2015年将在市区主干道安
装100个电子站牌，市民候车时可
直接获取乘车信息，出行更加高
效便捷。 李国林

5月29日，竹岛街道黄山、望
海、富华、福海、山海、海天、兴竹、
开园社区携手环翠区信息中心带
着书籍、积木玩具到“春苗雨露自
闭症儿童中心”，送去六一儿童节
的祝福。 记者 王帅

1日起，黄渤海地区进入为期
三个月的伏季休渔。为确保“船靠
港、人上岸、网封存、证集中”，孙
家疃边防派出所民警走码头、上
渔船宣传休渔法律法规。

本报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李恒灿

本报 5月 31日讯 (记者
王震 通讯员 孙科 ) 5月
2 9 日，租住市区的小伙刘某
因为手头拮据没钱交房租，
打起抢劫的主意。在租住的
楼道内，刘某掐住一中年女
子的脖子，后来主动中止犯
罪逃走。当天民警将刘某抓
获，鉴于刘某中止犯罪，警方
未对他进行刑事立案，只以
寻衅滋事拘留15天。

王女士今年 5 1 岁，父亲
已离世，7 8 岁的母亲身体不
好，王女士为照顾母亲常住
母亲家。29日 8时许，王女士
挎一个黄色皮革包外出，下

楼时遇到一年轻小伙。小伙
不由分说，一手捂住王女士
的嘴，另一只手勒住她的脖
子。王女士意识到遭打劫，奋
力反抗。王女士坐在楼梯上，
双手抓住小伙的手，二人面
对面撕扯。王女士感觉自己
没了气力，便询问小伙想要
什么，她还强调自己一把年
纪，照顾生病的母亲也很不
容易。

小伙听后，竟做出了一
个惊人的举动。他突然松开
王女士，双手合十放胸前作
求佛状，并说：“你帮我个忙，
你跟我走。”王女士看情形缓

和，便问小伙想要什么，小伙
没有应答，王女士称要报警，
他立即下楼逃离。

王女士报警，民警赶往现
场。经查，嫌疑人可能是和王
女士同住一栋楼的租房小伙
刘某，刘某当天被控制，交代
了自己的恶行。刘某今年 2 5
岁，租住事发楼内，近期没钱
交房租，临时起意想让王女士
借钱给他。他承认自己的方式
已不是借钱，非常后悔。

鉴 于 刘 某 认 罪 态 度 较
好，而且犯罪过程中主动中
止，警方未对他刑事立案，以
寻衅滋事行政拘留他15天。

临临时时起起意意打打劫劫，，好好在在中中止止犯犯罪罪
警方鉴于这名25岁青年态度较好，未追究他刑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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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5月 31日讯 (记者 王
帅) 5月29日，中建五局山东公
司威海分公司启动“超英廉洁文
化”进项目活动。活动中，世昌华
庭及光华医院项目部项目经理、
劳务代表、财务等关键岗位代表
签订廉洁承诺书，公司还聘请威
海市检察院检察官为廉洁监督
员，预防廉洁风险。

当日，中建五局山东公司威
海分公司党总支书记陈京禹围绕
创“超英廉洁文化示范点”活动的

意义和目标做了动员讲话。中建
五局山东公司党委书记喻朝洪向
两项目部发放“廉洁桌卡”，并分
别与他们签订“项目廉洁从业
书”。两项目经理分别做廉洁承
诺，并签订“项目经理廉洁承诺
书”，之后，劳务代表，财务、商务、
材料等关键岗位也做了廉洁承
诺，并分别签订“劳务队伍廉洁责
任书”和“关键岗位廉洁从业责任
书”。在他们带领下，项目部所有
管理人员均签订“项目管理人员

廉洁从业责任书”。
两项目部获得创建“超英廉

洁文化示范点”授牌。活动中，中
建五局山东公司威海分公司还
聘请威海市检察院检察官为廉
洁监督员，监督项目的廉洁文化
建设，预防廉洁风险。

据悉，中建五局作为“超英
精神”的诞生地，于2012年率先
在中建总公司系统内开展以“超
英”冠名的“廉洁文化示范点”创
建活动，将“超英廉洁文化示范

点”作为传承“超英精神”的长效
载体。

喻朝洪介绍，廉洁文化是企
业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是
与国家反腐倡廉政策的重要接
轨。通过创建超英廉洁文化示范
点项目，可以使项目反腐倡廉警
钟长鸣，廉洁文化深入人心，极
大加强对项目管理人员的思想
熏陶和行为约束，为造就一支廉
洁、奉献、高效、优质的管理团队
提供思想保障，对创建省安全文

明施工工地和威海市优质结构
凝心聚力。

将来，世昌华庭及光华医院
项目部将定期举办自查自检会、
开展廉洁风险点梳理等，创建廉
洁示范点工作。另外，还配套有
丰富的活动，让全员参与到廉洁
创建的队伍中来，如开展超英式
劳动竞赛、与大学生联谊、举办
以“拓展幸福空间，提高幸福指
数”为宗旨的集体活动、举办“廉
洁示范岗”评比等活动。

中中建建五五局局威威海海公公司司各各项项目目部部签签字字保保廉廉
公司聘威海市检察院检察官为廉洁监督员

市妇幼保健院

举办亲子活动

本报5月31日讯(记者 王震)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
保健法》实施20周年，普及妇幼健
康知识，5月30日，市妇幼保健院
在人民广场举行庆祝《母婴保健
法》实施20周年暨第七届“我健康

我快乐”亲子展示活动。
活动中，市妇幼保健院医护

人员和早期发展训练中心的孩子
们表演了精彩节目，并组织在场
家长和孩子进行亲子同乐游戏。
当天上午，妇科、儿科、内科专家
还开展义诊咨询，市妇幼保健院
的健康查体车也开到了现场，由
妇保、乳腺外科专家免费为妇女
进行妇科检查、乳腺触诊及超声
检查。

速读

查查越越界界
近期，大量外省籍渔船进入威海渔民传统渔场，引发多起网具纠纷。5月29日，省海警一支队、市渔政渔

港监察支队在威海北部海域联合执法，查处外省籍渔船非法跨界作业。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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