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2 城事 2017年5月24日 星期三

编辑：陶相银 美编/组版：宋时梅

本报威海5月23日讯 (记
者 孙丽娟 通讯员 郭晓
辉) 22日，在荣成市桃园街
道一路边，行人发现了24枚炮
弹。经认定，该批炮弹虽锈蚀
严重，但仍具有较强的杀伤
力。目前，这24枚炮弹已被统
一销毁。

22日18时许，一路人行至
荣成市桃园街道办事处下谭
家村路边时，发现草丛里隐藏
着多枚疑似炮弹的金属物体，
担心会发生危险，便赶紧报了
警。接警后，桃园边防派出所
民警赶到现场。

到达现场后，民警发现约
20枚废旧炮弹被凌乱地放置
在了路边的草丛里。从外观来
看，这些废旧炮弹锈迹斑斑，
但仍不排除有爆炸的可能，具
有较高的危险性。随后，民警
疏散了围观人员，并紧急联系
了荣成市公安局110指挥中
心，请求治安大队爆破员到现
场予以处置。

经过沟通，爆破员表示

会尽快派车前去现场处理。
在赶赴现场之前，爆破员通
过现场视频连线，第一时间
查看了这批废旧炮弹，以了
解情况。随后，爆破员告知民
警准备多个泡沫保温箱，在
每个保温箱里放入少量沙
土，再将炮弹逐个放入箱内，
最后用保护膜进行隔离。根
据爆破员的指示，民警将24
枚大小不一的炮弹放入了6
个保温箱中。

当晚20时许，治安大队专
用车辆到达了现场。爆破员查
看了该批炮弹，初步判断是解
放前的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
但由于炮弹外表锈蚀严重，在
弹壳上已经找不到任何的文
字记载，从目前的技术来判
断，这批炮弹非常危险，里面
的炸药量非常大，杀伤力也非
常大。

最终，民警将该批24枚炮
弹转运至荣成市某处理厂，进
行统一销毁。目前，销毁工作
已经顺利完成。

路路边边草草丛丛““藏藏””了了2244枚枚炮炮弹弹
虽锈蚀严重，但炸药量很大，仍非常危险

本报威海5月23日讯(记
者 陶相银 通讯员 于德
明 ) 老汉张某买菜时与菜
贩发生争执，张某喊来女儿
张某金“助阵”。父女俩围攻
菜贩不说，处警民警赶到后，
张某金还一拳把民警的鼻骨
给打成了骨折。结果，张某金
因涉嫌妨害公务罪被刑事拘
留。

张某在一家企业的食堂
工作，平时负责采购。20日早
上，张某到张村镇莱海市场

买白菜，因为扒白菜帮子的
事，与菜贩李某发生了争执。
双方话不投机，吵骂起来，还
相互推搡了几把。张某感觉
自己受了气，一个电话打出
去，把女儿和女婿叫来“助
阵”。女婿没怎么着，女儿张
某金却动了火气，谩骂、推搡
李某不说，还挥拳就打。

双岛边防派出所接到报
警后，调派民警赶往现场处
置。民警赶到时，张某父女俩
正在推搡李某，其中张某金

正挥右拳打李某，民警上前
制止，顺势一把抓住了张某
金的右臂，岂料张某金猛挥
左臂，一拳打在了民警面部，
紧接着又踹了民警一脚。为
了防止冲突升级，民警将情
况向双岛边防派出所进行了
通报，请求警力支援。几分钟
后，另一组民警赶到现场，将
当事双方带回派出所调查。

这原本是一起普通的治
安案件，张某一家人、李某均
未受伤。但张某金的这一拳

却惹了大祸，打碎了民警的
眼镜是小事，还把民警的左
侧鼻骨给打折了。

事情发生后，公安环翠
分局督察大队介入调查，经
查看民警的处警录像后，认
定张某金的行为已经涉嫌妨
害公务罪，将张某金移交至
刑侦大队审理，并把她刑事
拘留。

进了看守所，张某金才
后悔不迭，连连辩解“当时太
冲动了”。

女女子子撒撒泼泼，，先先打打菜菜贩贩再再打打警警察察
她还一拳把民警的鼻骨打折了，因涉嫌妨害公务罪被刑拘

威威海海供供电电开开展展

用用电电““超超档档””检检查查
本报威海5月23日讯(通讯员

马岩) 为确保电费电价执行
到位，防止高价低用违约用电行
为的发生，日前，威海供电营销部
组织用电检查人员对居民用电量

“超档”客户开展专项检查。
威海供电根据各管辖单位反

馈的超档原因，在营销MIS系统
中进行人工筛查分析，把营销系
统与反馈的信息两者进行比对，
分析明确客户“超档”原因，此外，
对电取暖客户在当年12月至次年
3月之外的时间用电量突增、居民
客户在夏冬季节之外的时间用电
量突增，以及普通居民客户月用
电量大于500千瓦时以上、且用电
基本平稳等三类客户，组织人员
逐一进行现场核实。

截至目前，专项检查已发现
查处2起有问题的客户，全部进行
了整改，并对责任单位进行了警
示，对顺利完成下一步排查工作
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威威海海供供电电助助力力

港港口口岸岸电电改改造造
本报威海5月23日讯(通讯员

张晓军 李龙生) 日前，“威
海港低压变频岸电系统工程”和

“威海港客运码头2000kVA高压
岸电系统工程项目”顺利通过山
东省交通运输厅专家审查，成为
山东省首个正式落地的港口岸电
改造项目。自此，停靠在该码头的
船舶将可利用清洁、环保的“岸
电”替代船舶辅机燃油供电。

随着运输业快速发展，船舶
对环境的污染越来越明显，特别
是靠港停泊期间，其辅机低负荷
运行，污染物排放比正常行船时
更严重此前，为推动项目尽快完
工，威海公司多次同威海港进行
磋商，抓住交通部印发的《靠船舶
使用岸电2016-2018年度项目奖
金资金申请指南》的有利时机，从
经济优势、环保价值、发展前景等
方面进行分析比较，保障船舶岸
电项目顺利落地。

该项目总投资2927万元，配置
2套2000kVA高压岸电变频工程，1
套1000kVA低压岸电变频工程，2
套450kVA移动式低压岸电变频工
程。全部投入使用后，每年可实现
替代电量1440 . 31万千瓦时，年替
代燃油量3296 . 81标准油，减少排
放二氧化碳10670.46吨。

文文登登区区国国税税

开开展展营营改改增增培培训训
本报威海5月23日讯(通讯员

丛佳怡) 日前，文登国税开展营
改增大辅导专题系列活动，编印

《营改增大辅导政策汇编》，针对不
同纳税人层面精准定向辅导。

第一轮培训辅导于4月11日
顺利铺开，就税收政策规定，进项
税额抵扣涉税事项流程等开展点
对点培训，帮助纳税人了解增值
税原理和运行机制，夯实宣传辅
导软环境。印发营改增调查问卷，
通过培训辅导、大厅办理业务、走
访企业等方式收集问题，了解纳
税人的政策需求并有效反馈，引
导纳税人更精准地掌握政策，更
顺畅地融入适应新税制，更充分
地享受改革红利。

本报威海5月23日讯(记
者 孙丽娟 通讯员 宫文
灵 王文翰 ) 驾驶员范某
因违法次数太多，其A2驾驶
证被注销，本来注销可恢复，
但他嫌考试麻烦，也担心考
不过，就在网上找人办了一
张假证。日前，范某驾车拉
货，上路即被查。

18日16时许，乳山市公
安局交警三中队民警在202
线与206线南黄段交叉路口
巡逻执勤，在对一辆重型半
挂货车进行检查时，发现驾
驶员范某出示的驾驶证有伪
造嫌疑。经科技手段查询，范
某持有驾驶证，准驾车型为
A2，但其驾驶证显示为违法

未处理、停止使用注销可恢
复。

经进一步询问，范某称，
驾驶证因为违章次数、罚款
和扣分太多，正常处理将不
能再驾驶大型车，自己又嫌
考试麻烦，也担心考不过，就
在网上找人伪造了这本假驾
驶证，以为能蒙混过关。事发

当天，范某驾车来威海拉海
带，没想到被查获。

依照有关道路安全法
规：无证驾驶机动车，将被处
以罚款2000元的处罚；伪造
驾驶证，将被处以罚款2000
元、记12分的处罚。目前，民
警依法扣留了范某的车辆和
驾驶证，案件还在处理中。

驾驾照照被被注注销销，，办办张张假假证证用用

本报威海5月23日讯(记
者 孙丽娟 通讯员 闫长
春) 21日，外卖小哥王某为
抢时间给客户送餐，途中硬
闯了红灯，为此他被处以记6
份、罚款200元的处罚。

21日上午，在荣成市成
山大道汇丰银行灯控路口
处，一名外卖送餐员骑着摩
托车径直闯过红灯，这一幕
被路过此处的路人发现。路

人觉得骑车闯红灯的行为很
危险，存在着交通安全隐患，
便将此情况反映给了荣成市
公安局交警大队。

接到市民的反映后，民
警调取了事发路口的监控录
像，经查询比对确认了该名
摩托车驾驶员闯红灯的违法
行为。随后，民警电话联系到
了该名摩托车驾驶员王某，
要求其到交警大队接受调查

处理。
23日上午，王某来到了

交警大队，承认了自己骑车
闯红灯的违法行为。事发时，
王某正在去给客户送餐，途
中多次接到了客户的催促电
话，心里就发了毛，为争分夺
秒抢时间，最终决定冒险闯
红灯。

了解情况后，民警对王
某进行了批评教育。根据相

关法律规定，王某被处以记6
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据了解，送餐的准时率
是一家外卖公司的口碑所
在，如果经常延时，就会造成
顾客流失。为了赢得好口碑，
外卖公司通常都会做出承
诺，在顾客在下单后的一段
时间里完成送餐，一旦出现
延时送达的情况，公司会有
相应的惩罚措施。

抢抢时时间间送送餐餐，，外外卖卖小小哥哥闯闯红红灯灯

▲民警把炮弹装进泡沫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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