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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陶相银

26日下午，威海男孩小马
走失，引发市民网上网下的关
注，警方、家人彻夜查找未果。

27日8时24分，民警在街头
找到小马，此前他留宿小伙伴
家。当天上午，小马被父母领回
家。

男孩没回家

全城连夜搜寻

26日19时开始，一则寻
找走失男孩的消息在微信、微
博被广发，消息称，11岁的男
孩小马从威海市区某商场走
失，留有家长联系电话及小马
的照片。当晚18时30分许，小
马的父母到北沟街派出所报
警。

父亲马先生介绍，小马是

某小学三年级学生，平时放学
后去妈妈工作的商场，然后跟
妈妈一起回家，一般下午5点
左右就能回家。

2 6日是周日，小马还是
到商场内玩，但当天下午妈妈
下班后没见到孩子，以为他自
己回家了，但是回家后却没看
到孩子，又返回商场寻找。

寻找多时未果，马先生夫
妇感觉不妙，两人发动亲友寻
找，还到北沟街派出所报警，
警方派出大量警力在街面巡
逻寻找。

孩子在街头找到

这一夜他在玩伴家

27日早，搜寻小马的行动
还在继续。

8时24分，一组民警巡逻
至花园中路、少年路交叉口，
意外发现两名10岁左右的男

孩带着一条小狗在路边溜达，
其中一人跟小马很像。

民警赶紧上前询问，很快
就确认其中一男孩就是小马。
民警随即驱车把他们带回北
沟派出所，焦急万分的马先生
夫妇见孩子平安归来，搂住孩
子不舍得撒手。

民警耐心询问，事情水落
石出。原来，另一名男孩也常
去商场玩，跟小马结为玩伴。
当天，两人又在商场玩，13时
许两人结伴离开商场到男孩
家中玩，当时男孩的父亲在
家，不久就上班走了，两名男
孩就一直在家里玩，玩累了又
睡了一夜。

俩孩子没有手机，男孩家
中也没有座机，小马就一直没
给父母打电话。直到次日早晨
醒来，两人出门忘带了钥匙，
便又到商场去，但商场此时未
开门，小马也记不得回家的

路，两人只好在街头溜达，直
至被民警发现。

网络寻人

热心与质疑并存

19时许，马先生通过微信
朋友圈发出寻子消息，随后被
广为转发，他接到了很多电
话，也有很多人致电北沟街派
出所值班室。有热心人打电话
表示慰问，有人提供线索。

马先生说：“不知道接了
多少电话，一会儿一个，直到
孩子找到了，还有热心人在
打。”北沟街派出所值班电话
也响个不停，值班民警说：

“这一宿光接电话了，绝大多
数都是关于孩子的。”

然而热心市民提供的有
价值线索一个没有。当夜，一
市民给马先生打电话并报警

称，威海市区四方路发现一男
孩类似小马，民警赶到现场核
实，确认不是。

还有一市民报警称，文登
某商场出现一男孩疑似小马。
北沟街派出所协调文登警方
查找，证实是无效线索。

质疑的也不少。有人发帖
称这是孩子自己发布的信息，
孩子压根儿就没走失，马先生
也接过类似质疑电话。马先生
称，不少市民打电话找他只是
为求证信息是否属实。

这一夜，马先生夫妇在焦
虑、忙乱中度过，但有如此多
的热心人，他们夫妻俩也很感
激，“这么多人帮着找孩子，
孩子肯定能找到。”尽管这么
说，马先生还是做了最坏打
算，“总是忍不住去推测，孩
子是不是被拐卖了？掉海里
了？还是被车撞了，司机又跑
了？”

1111岁岁男男孩孩没没回回家家，，威威海海全全城城彻彻夜夜寻寻人人
孩子于次日在街头被警察发现，原来他去同学家睡了一大觉

三三招招迎迎战战震震荡荡市市浦浦银银安安和和回回报报受受追追捧捧

上蹿下跳的猴年猴市已
经远去，但鸡年的市场行情
或许仍将延续震荡态势。事
实上，春节过后发行的不少
新基金仍以“固收+”产品为
主，震荡市下中低风险产品
备受投资者追捧。以正在发
行的浦银安盛安和回报定期

开放混合基金(以下简称：浦
银安和回报)为例，该基金就
从产品设计和投资策略两方
面，亮出三大招数迎战震荡
市。今年以来市场持续震荡，
浦银安和回报的权益资产占
比为0-30%，在震荡市行情
中极具优势。

国资委研究中心近日也
指出，2017年国企改革有望
在规范中进行大规模的并购
重组，央企数量今年将减少
到两位数。国企改革成效不
断显现，相关主题基金也将
从中获益。WIND数据显示，
截至2月17日，建信改革红利
自2014年5月成立以来总回
报83 . 00%，优于同期上证综
指表现。

据了解，建信改革红利
股票仓位80%-95%，精选

受益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行
业股票，包括国企制度改
革、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以
及资源要素价格改革等行
业内的优质个股，在投资过
程中尤为注重实用与创新，
先求同再存异、重对策轻预
测，尽力争取为持有人创造
超额收益。WIND数据显
示，截至2月1 7日，建信改
革红利近 2年的收益率为
28 . 42%，排名同类普通股
票型基金前1/3。

国国企企改改革革进进入入““见见效效年年””
建建信信改改革革红红利利成成立立以以来来总总回回报报8833%%

44个个包包子子藏藏1111枚枚铁铁钉钉
女女子子要要助助““瘾瘾君君子子””男男友友逃逃脱脱惩惩罚罚

本报威海2月27日讯(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张通)

“瘾君子”杨某接受讯问期间，
坚持不吃派出所的饭菜，让女
友来送，其实他是为逃避处
罚。民警检查送来的包子，发
现4个包子里竟藏了1 1枚铁
钉。

23日上午，杨某因寻衅滋
事被荣成边防人和边防派出
所民警传唤。临近中午，杨某
坚决不吃派出所提供的饭菜，
表示“吃不惯”，要求让自己的
女友马某来送，民警同意了他
的要求。

很快，马某把菜饭送到派
出所，她声称要亲自把饭送到
杨某手上，这一要求被拒绝。

马某只好把带来的4个包子交
给民警，转身离开。民警检查
马某送来的4个包子包子，竟
在里面子发现了11枚长约2-5
公分的铁钉。

当天17时许，马某再次到
派出所，若无其事地询问杨某
的处理情况。民警询问包子藏
铁钉一事，马某开始紧张，但
还是矢口否认，只是说包子是
在路边包子铺买的，自己不知
情。民警再三追问，马某最终
坦白。

原来，杨某经常吸毒，曾
被公安机关处理过，他自己也
清楚如果再被公安机关查出，
可能会被强制戒毒两年。杨某
听说吞钉子造成身体不适可

以躲避强制戒毒，所以早就和
女友马某商量好，如果被抓，
她要想法送钉子。这一次，马
某谨遵男友嘱咐，借送饭把铁
钉藏在包子里。当天马某送完
包子后，担心杨某吃钉子会有
危险，心里担心，所以才再次
进派出所询问情况。

民警当场告知马某吞钉
子并不能躲避处罚，还损害自
身健康。此次，民警及时发现
异常，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否
则马某将会因涉嫌阻碍公安
机关正常执行职务被追责。

24日，因寻衅滋事和吸食
毒品，杨某被行政拘留20日并
处2200元，杨某面临强制戒
毒。

本报威海2月27日讯(记者
陶相银) 3月1日起，双岛

湾和兴路1号桥至2号桥(双岛
东路至双岛西路)进行全封闭
施工，预计工期至6月30日。

交警提醒，请驾驶人注

意观察市政部门设置的警
示标志、施工围护、绕行标
志，确保通行安全畅通。施
工期间，请过往车辆绕行沈
阳南路、旧 3 0 2 省道或新
302省道、山海路、初张路。

33月月11日日--66月月3300日日
双双岛岛湾湾和和兴兴路路11号号桥桥至至22号号桥桥封封闭闭施施工工

打打工工不不成成，，两两青青年年持持刀刀入入室室伤伤人人抢抢劫劫
一人15岁，一人17岁，来自济宁，作案4小时后落网

本报威海2月27日讯(记者
陶相银) 一个15岁、另一个

17岁，这样两个来威海打工的
济宁青年花光钱，住山上废弃
屋，为买一张回家的车票，蒙面
持刀入室抢劫张村镇一妇女，4
小时后两人落网。

张女士住环翠区张村镇，
平日丈夫上班，她独自在家照
看年幼的孩子。21日下午3时
许，张女士听到有人敲门，打开
门未发现外面有人，正当她关

门时，突然有只手拉住了门，紧
接着两名戴口罩、帽子的男子
闯进屋内，其中一男子握刀。

张女士被推倒在地，见对
方持刀，她本能地爬起来，一把
握住刀刃，硬生生把刀抢了过
来，双手多处被割伤，血滴客厅
地板。这时，儿子在卧室内哭了
起来，另一名男子走进卧室，原
本持刀的男子也开了口，“给我
1000块钱。”张女士保护孩子心
切，赶紧拿出钱包掏出包内仅

有的280多元现金给了对方。
两男子临走前要回了刀，

还用拖把拖净了客厅内的血
迹。两男子出了门，惊魂未定的
张女士关紧房门，发现孩子安
然无恙，这才慌忙给丈夫打电
话。

接到张女士报警，双岛派
出所民警赶到现场，见案情重
大，又移交至环翠刑侦大队。
民警勘查现场并根据张女士的
描述，断定两名嫌疑人为年轻

人且可能是第一次作案。民警
调阅路面监控，确认两人作案
后乘“小兔子”逃离，最终消失
在高区初村镇一山坡上，案发
前两人也是从这里走出。

当晚5时许，民警搜山，在
山上一废弃饭店内抓获17岁的
高某、15岁的周某。两人均来自
济宁邹城，早早辍学就外出打
工，此前他们到威海但没找到
合适工作。起初，他们借宿周某
的亲戚家，后又厮混网吧，不久

前他俩发现了初村镇这座山上
的一处废弃饭店，撬门进入见
内有沙发、床铺，便住了进去。
没有回家的路费，两人想到抢
劫，抢劫对象选定了周某亲戚
家楼上的张女士。

涉嫌抢劫罪，高某、周某被
环翠警方刑拘。民警介绍，抢劫
是暴力犯罪，依据我国《刑法》
规定，抢劫者年满14周岁便可
被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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