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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威海3月1 3日讯 (记
者 孙丽娟 通讯员 刘克)

被陌生网友利诱，夏先生在
某彩票网站注册账号，认识了
网站“管理员”，并根据对方
预测投注，屡屡获利。尝到甜
头，夏先生增加投注倍数，却
步步坠入陷阱，最终被骗1 . 7
万余元。

2月25日，荣成市民夏先
生通过微信“附近的人”认识

了一网友，这名网友通过微信
多次向夏先生推荐一种即开
型“新3D”彩票，还常发玩彩
票盈利的截图。

见有利可图，夏先生通过
网友提供的网址注册购买彩
票账号，先后充值3000元购
买“新3D”彩票，前三日夏先
生共获利600元。之后，网友
介绍了一“彩票高手”，也就
是他的“表哥”。“表哥”为该

彩票网站管理员，他声称可以
带夏先生买彩票，中奖后五五
分成。

既然网站后台有人，夏先
生毫不怀疑。随后数天，夏先
生从“表哥”那里得到几组预
测中奖号码并投注，先后赢了
900余元，这些钱都能从网站
转入他的银行卡。

夏先生觉得赢率挺高，决
定再充值1 . 6万元。3月3日，

“表哥”透露了一期必中计
划，但需投注199倍，夏先生
觉得这样做风险太大，私下里
只投了20倍。后来，这组号码
果然中奖，但“表哥”提出夏
先生未按照计划投注，需承担
团队3700余元损失。夏先生
通过微信转账先赔了“表哥”
1970元。

“表哥”又称还有一次必
中计划，如果不买，账户就会

被冻结，但夏先生表示这次坚
决不想买了。果然，没过多
久 ，他 的 账 户 被 冻 结 ，
17755 . 29元钱无法提现。

对此，“表哥”要求夏先
生要先赔他上次不听安排欠
下1800元损失款，账户就自
动解冻。此时，夏先生已意识
到被骗，立刻向沙窝边防派出
所报案。目前，案件正在调查
处理中。

网网购购彩彩票票掉掉陷陷阱阱被被骗骗11 .. 77万万元元

今今年年成成山山头头吃吃会会连连吃吃66天天

本报威海 3月 1 3日讯
(记者 冯琳) 成山头吃会
每年三月三如期举行，今年
的成山头吃会将“放大招”：
3月30日-4月4日连续举行
六天。配合吃会，3月30日-
4月4日，成山头+摩天岭联
票特惠1 0 0元/人，购票游
客免费领取30元吃会消费
券。

此次成山头吃会将汇集
胶东花饽饽、威海喜饼、大锅
鱼粑粑、虾酱杂面条、威海鲁
鲜鱼、胶东大包子、鲅鱼饺子
等胶东十大特色美食。除现
场试吃，还能跟民俗大师学
手艺。

吃会期间，游客会看到
精彩表演、传统祭海仪式，感
受民间习俗的人文内涵。

本本周周天天气气晴晴好好 气气温温逐逐步步回回升升

本报威海3月13日讯(记
者 陶相银) 本周以晴好
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预
计周中最高气温15℃左右。

14日，晴间多云，北风沿
海6到7级逐渐减弱到5到6
级，内陆5到6级逐渐减弱到4
到5级，温度沿海3℃到9℃，
内陆0℃到12℃，市区3℃到
8℃。

15日，晴间多云，北风转
南风沿海5到6级，内陆4到5

级，温度沿海2℃到8℃，内陆
0℃到11℃，市区3℃到8℃。

16日，晴间多云，南风沿
海5到6级，内陆4到5级，温度
沿海2℃到9℃，内陆0℃到
12℃，市区3℃到11℃。

17日至19日，各地以晴、
多云天气为主，南北风交替
出现，气温缓慢回升，预计沿
海最高气温在12℃左右，内
陆和市区的最高气温在15℃
左右。

1144位位国国家家““千千人人计计划划””专专家家来来威威

本报威海3月13日讯(记
者 林丹丹 ) 10日上午9
时，2017中国威海·国际英才
创 业峰会国家“千人计划”
专家威海行活动启动，来自
全国能源与材料领域的14位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参加。

活动期间，14位“千人
计划”专家深入威海40多家
企业实地考察指导，主要针

对企业急需解决的发展瓶
颈、技术难题等给出解决方
案。此 外，专家们还与相
关部门针对技术项目合作
落地事项交流研讨，双方在
打造人才技术创新平台方
面达成合作意向，将在建立
政府、企业、专家三方共融
的创新平台方面开展进一
步合作。

本报威海3月13日讯(记者
冯琳) 3月12日，家家悦九

龙城举办“爱威海 爱绿色”第
三届植树节大型公益活动。九
龙城开业3年来始终心系绿色
公益，从2015年开始，已连续3
年组织市民进行大型植树公益
活动，参与人数超过1万人，共
植树面积150余亩。

3月12日上午，植树志愿者从
九龙城购物广场北门前往望岛
西山。经过大家一个多小时的努
力，又一大片“九龙城清风林”屹
立山头，“我刚刚把姓名牌挂到
树上，以后我会经常和爸爸妈妈
一起来，给小树浇水，让小树陪
我长大”，一位小志愿者介绍。

九龙城植树节活动形式多
样，现场植树结束后，每人领到

了一份精美礼品，然后在九龙
城中庭欣赏惟妙惟肖的“清风

纸醉金迷”纸艺走秀并参与
幸运大抽奖。

家家家家悦悦倡倡导导绿绿色色公公益益，，万万人人响响应应植植树树

本报威海3月13日讯(记者
陶相银) 53岁的男子王某、

60岁的妇女张某、63岁的妇女

王某某组成一个盗窃团伙，三
人驾车游走烟威海两地集市，
盗窃村民财物。13日上午，这个
团伙在汪疃大集作案，被便衣
民警抓了个人赃并获。

近期，威海各地集市发生
数起扒窃案。威海公安便衣民
警梳理案情，确认窃贼为一男
两女，年纪较大且驾驶一辆面
包车“赶集”，游走烟台、威海、
文登、荣成等地集市，有时一天
要“赶集”两三个。他们选择女
性或老年人为目标，作案时两
名妇女将受害人夹在中间，故
意挤靠受害人或吸引受害人注
意，男子一手夹一捆芹菜或大
葱遮挡他人视线，另一只手趁
机盗窃受害人衣兜内的财物。

13日上午，便衣民警跟踪
三贼来到临港区汪疃大集。在
集市上，三人第一次作案被察
觉，未能得手。之后，三人接连
行窃两次，分别盗取一老年妇
女、一老年男子的现金。三人准
备“收工”之际，抓捕民警将三
人当场擒获。随后，民警找到受
害人了解情况，被盗的老年男
子80多岁，住敬老院，被盗的
180多元钱是他的生活费。

经查，王某，男，53岁，来自
青岛，有盗窃前科；两名女贼分
别是 60岁的张某、63岁的王
某某，均来自文登。目前警方初
步查证十余起盗窃案与他们有
关，案值一万余元，案件还在进
一步审理。

三三贼贼““赶赶大大集集””被被一一窝窝端端了了
最年轻的53岁，最大的63岁

好好当当家家举举行行百百万万级级经经销销商商签签约约仪仪式式

本报威海3月13日讯(记者
陈乃彰) 3月5日，好当家集

团在荣成举行以“合作多赢，财
富共享”为主题的2017好当家
百万级经销商签约仪式。

“好当家有机刺参，从育苗
到海洋牧场成长，从加工到销

售，好当家掌控全产业
链的每一个环节，采用
业界极苛刻的质量标
准，从源头上确保了每
一头海参安全、无污
染。”好当家集团董事
长唐传勤表示，正因为
在每个细节上不遗余
力，好当家刺参赢得全
国消费者的口碑载道，
先后荣获“无公害食

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中
国名牌农产品”等称号。

好当家集团副总裁李俊峰
李俊峰表示，好当家集团以“打
造国内海洋食品第一品牌”为
目标，在以刺参为龙头产品的

同时不断丰富产品种类，目前
主要生产“好当家”牌海洋食
品，产品涵盖休闲、冷冻、保健
三大系列几百个品种。“大海
洋，大健康。为了让百姓在快捷
生活中同样可以享受高营养，
我们推出了海鲜捞饭和海参咖
啡等海洋产品，在市场上引起
强烈反响，以后将继续做大做
强，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来自大
海的超高营养价值。”

“安全，放心，可追溯，是我
选择好当家刺参的理由。”深圳
经销商罗永林表示，“考察海参
市场多年，好当家是我唯一信
得过的品牌。”

例例行行检检查查，，没没带带身身份份证证你你跑跑啥啥？？

刚刚吸吸毒毒了了！！还还在在这这被被抓抓过过

本报威海3月13日讯(记
者 陶相银) 高速交警检
查客车乘客的身份证，如果
没带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却
有乘客夺门而逃。被警察抓
住一查才知道这人吸毒，而
且前年就被高速交警抓到
过。

3月8日上午，威海高速
交警支队草庙子检查站外，
民警例行检查一辆发往青岛
的长途客车，民警核查车内
乘客的身份信息，男乘客伊
某称没带，没带身份证也就
算了，他还称不记得身份证

号码，民警感觉可疑，让其下
车接受进一步检查。

在检查站内，伊某掏出
自己的驾驶证，正当民警检
查时，伊某转身夺门而逃。几
名民警追上男子将其制服。
讯问不多时，伊某承认自己
于6日下午吸过冰毒。而且因
吸毒后驾车，他于2015年1月
份被高速交警抓过，被抓地
点正是草庙子公安检查站。

随后，民警对伊某进行
尿检，尿检结果呈阳性。伊某
已被移交临港警方，案件还
在进一步审理。

▲志愿者们协同合作，栽下一棵棵绿树。 记者 冯琳 通讯员 原玲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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