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女子子失失足足落落水水，，警警民民跳跳河河施施救救
因抢救及时，溺水女子无生命危险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孙
丽娟 通讯员 宋麟 唐帅)
8日，王女士因准备婚礼事宜忙
得晕头转向，夜不能寐便到河
边乘凉，期间不慎失足坠入河
中，溺水失去意识，整个人漂浮
在水面上。所幸，路过市民发现
报警，荣成特巡警队员和热心
居民下水，将溺水女子救上岸。
目前，溺水女子无生命危险。

8日9时25分许，荣成一市
民路过崖头河明珠路段时，发
现有一人漂浮在石桥底下的河

面上，他赶紧呼喊路人一起施
救并报警。

荣成市特巡警一大队民警
赶到现场，发现由于近期雨水
量较大，河水水位暴涨，河两边
挤满了围满的市民，他们朝河
里落水女子的位置指指点点。
民警上前一看，只见一名女子
头部朝上，整个人漂浮在水面
上，生死未卜。

特巡警队员王国志见状，
衣服也没来得及脱，就与一名
好心市民跳进河里。在不明白

水情下，王国志和好心居民不
顾水流湍急，奋力将落水女子
救起并抬上岸边。上岸后，王国
志发现120救护车还未赶到，他
又跑到附近的美辰医院，请医
护人员前来抢救。经过数十分
钟的抢救，落水女子才慢慢恢
复了一点意识。此时，120救护
车赶到现场，女子被送至人民
医院救治。后经了解，因抢救及
时，溺水女子无生命危险，现已
恢复了意识。

经查，落水女子王女士，前

不久，刚和男友登记，近期一直
准备婚礼。事发当天凌晨 1 时
许，王女士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在跟身边熟睡的老公打了招呼
后，她就穿着睡衣起身出门乘
凉。过了约一小时，王女士丈夫
发现妻子仍未回家，突然警觉
起来，预感有事情发生，他赶紧
打电话给乡下的岳父岳母。此
时，一家人出动满城寻找，报警
求助。然而，折腾到当天9时许，
家人仍未找到王女士的踪影。
所幸，王女士被好心人发现。

促中小企创新

财政拨260万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陈乃
彰 通讯员 于淑华 ) 为促进
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市财政局按
照《山东省中小企业创业补助创
新奖励资金管理办法》，补贴中小
企业服务机构260万元。

260万元省级专项资金已全
部拨付到位，涉及1个公共技术
服务平台、3个社会化服务体系
项目，主要用于科技成果标准化
评价及交易平台,面向社会,提供
科技成果转移、产业化。

送送健健康康
10日，环翠楼街道办南山、

杏花村、峰泉三个社区邀请四
〇四医院肿瘤科专家进社区开
展“肿瘤防治”宣传讲座。活动现
场，专家为居民讲解了肿瘤种
类、早期症状及肿瘤是如何发展
等问题，并为 60多名居民进行
义诊。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黑旅馆被取缔

店主被拘10天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李明辉) 7日，北沟街

派出所民警走访辖区，检查一家旅
馆未取得公安机关颁发的特种行
业许可证，擅自经营，且屡教不改。
日前，民警对负责人进行了行政处
罚，收缴营业收入，取缔该旅馆。

7日上午，北沟街派出所民警
在对辖区进行走访检查时，发现位
于东平街的一家旅馆存在问题，在
未取得公安机关颁发的特种行业
许可证的前提下，擅自经营，违法
了治安管理处罚法。

因楼层和楼体结构的原因，该
旅馆内无消防通道，一直无法取得
消防许可证，存在着极大安全隐
患。该旅馆营业期间被检查两次，
但无视责令整改通知，继续营业。

目前，民警对旅馆负责人处以
行政拘留10日、罚款500元的处罚，
收缴其7000余元的营业收入，并对
该旅馆予以取缔。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孙丽
娟 通讯员 孙盼盼) 15岁的
张某和16岁的王某结识于网吧，
因没钱上网心生邪念，结伙窜至
商铺行窃，被布控后，两人仍不收
手，继续作案，共计10余起。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7日11时，两名男子窜至古寨
东路某小区附近门市，趁店主不

备，将桌上的包盗走，内有600余
元和身份证等物品。店主反映，两
名盗窃男子身高均为175cm，其中
一人穿黑色短袖、黑色裤子，身上
有纹身，另外一人则穿白色短袖
和黑色裤子。这一体貌特征引起
了古寨派出所值班民警的注意，
两人特征十分符合最近在高区绺
窃沿街商铺嫌疑人的特征。

民警赶到现场后，得知两名
男子盗窃时被店主发现，慌乱跑
进小区地下车库。民警两面夹击
将躲藏在地下车库的两名盗窃嫌
疑人抓获。

经查，两名男子正是最近在
高区疯狂盗窃的作案嫌疑人，且
被怡园派出所实施了网上布控。
15岁的张某和16岁的王某均是未

成年人，两人在网吧结识，因手头
没钱上网便心生邪念，结伙窜至
商铺行窃，趁店主不注意，抢走桌
上的手机、钱包等物品。多次作案
中，两人也曾被店主当场抓到，但
看两人均是未成年人，店主们便
只索回财物未予深究，这也纵容
两人继续疯狂，最终累计作案10
余起。

没没钱钱上上网网，，俩俩孩孩子子结结伙伙盗盗窃窃

荣成增2300米

路边防撞护栏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冯琳
通讯员 冷文桥) 近日，荣成

公路局全面实施夏季公路安全防
护工程建设，在威石线、成龙线、
俚李线等增设路边波型防撞护栏
2300多米，更换毁坏护栏270多
米，对新建改建完工的威石辅线
八河港至石岛桃园段安装中央隔
离护栏13000米。

由于受近期连续降雨冲刷，
荣成部分路面、桥涵相继出现水
毁病害，为此，荣成公路局对全市
312 . 5公里路面，120多座大中桥
和350多道管涵进行全面体检，
并及时进行修缮。目前，荣成共完
成油路修补280 . 5平方米，维修
桥梁伸缩缝 2 2 米，修复流水槽
31 . 5立方，增设管涵40米，疏通
淤塞管涵56道。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冯琳)

近日，不少游客吐槽宾馆订房
“一房难求”，记者采访市区几家
连锁酒店及宾馆订房网站，业内
人士表示“一房难求”还将持续半
个月。8月底，宾馆客房紧俏情况
将好转，价格也将降约一半。

暑期旅游旺季，威海市区一
家订票网站客服人员说“近几周，

每到周末，不少连锁酒店客房超
员，就会关闭网上售票通道，导致
我们也订不到房源。个人如果不
提前一两周预订更不可能订不上
合适的房源。”游客张女士说，她
是到威海旅游后才开始预订宾馆
的，结果发现几乎所有星级酒店
及连锁酒店大床房都订不到，最
后只得多花钱订了个家庭套房。

海滨路一家宾馆工作人员说，目
前，威海最紧俏的是大床房，其他
房源紧俏情况稍好。半月湾附近
一家酒店工作人员说，他们在7月
下旬，8月上旬的客房就基本订
满，如果游客不提前两周预订，根
本订不上客房。

对于目前“一房难求”局面，
连锁酒店工作人员及订票网站工

作人员说，按照往年情况来看，今
年旺季还得持续半个月。8月底，
客房逐渐宽松，价格也会下降，预
计降至一半。而9月、10月是一年
中的小旺季，虽然房源紧俏和价
格比暑期乐观许多，但还不是最
宽松的时候。预计十一小长假后，
客房将进入淡季，客房余量充足，
价格将比暑期便宜近一倍。

暑暑期期旺旺季季，，宾宾馆馆订订房房吃吃紧紧
想订到特价客房，还得再等半个月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刘
洁) 10日，记者从威海市重大体
育赛事组委会获悉，15日至16
日，2015威海国际帆船赛将在幸
福门海域举行。赛事包含帆船场
地赛和环刘公岛赛，加拿大、韩
国、中国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参
赛，140多条不同级别的帆船将
在威海湾劈波逐浪。据悉，这是
威海举办的历届帆船赛中规模

最大的一次。
本次大赛由市重大体育赛

事组委会主办，市体育局和帆船
协会承办。比赛分飞虎级场地
赛 、激 光 雷 迪 尔 级 场 地 赛 、
HOBIE场地赛、OP场地赛和飞
虎级环刘公岛赛、激光雷迪尔级
环刘公岛赛、HOBIE环刘公岛赛
7个竞赛组别，共有来自美国、英
国、菲律宾、德国、阿根廷、澳大

利亚、加拿大、韩国、中国、中国
澳门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200
余名运动员参赛。

8月15日举办帆船场地赛、
16日举办环刘公岛赛。届时，将
有12条飞虎级、20条激光雷迪尔
级、10条HOBIE、100条OP帆船
参加比赛。威海从2009年开始举
办帆船赛，先后举办过HOBIE国
际帆船邀请赛、亚太HOBIE级帆

船锦标赛等各级各类帆船赛事，
打响了“蓝色休闲之都，世界宜
居城市”城市品牌。从2011年起，
威海开始开展帆船进校园活动，
先后共培养了近千中小学生帆
船爱好者，2015年314名学生获
得帆船帆板培训资格，此次OP
帆船场地赛就有鲸园小学等帆
船进校园活动特色学校的小选
手组团参赛。

威威海海国国际际帆帆船船赛赛本本周周扬扬帆帆开开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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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许君
丽 通讯员 谭佳世) 近日,高
区国税局积成立“维护纳税人权
益中心”。

“维护纳税人权益中心”由国
税干部、纳税人代表、律师事务
所、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
代表组成，挂靠在政策法规科，负
责受理纳税人维权诉求、化解涉
税争议、提供涉税法律咨询等服
务，并收集纳税人对税收执法、税
收管理、纳税服务及税政行风等
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高区成立维护

纳税人权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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