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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供电

开展“国家电网居民电气化”

本报12月5日讯(通讯员
刘燕燕) 日前，威海供电公司
与苏宁电器合作开展了“国家
电网居民电气化”主题日宣传
活动。

近日，威海供电公司在威
海市县区域内13家苏宁门店同
时举办了“电e宝预交电费送家
电券”、“买家电享补贴”等系列
活动。本次活动共增加电e宝注
册客户450户，收到了预期效
果，也为威海供电公司下阶段
自有电子渠道线上活动预热。

威海供电

开展投诉预控措施考试

本报12月5日讯(通讯员
王飞) 日前，威海供电公司营
销部组织开展了营销管理和重
点岗位人员投诉预控措施考
试，这是今年下半年以来公司
开展的第二轮投诉预控措施考
试。

本次抽考使用公司抽考系
统，按比例抽取考试人员，包含
营销部专业室负责人、各分中
心负责人、三县公司客服中心

负责人、供电所所长、专业管理
专工在内的102名同志参加了
本次考试。加上8月底开展的面
向基层一线员工的抽考，今年
下半年，公司营销专业已累计
抽考员工168名。

威海供电

青创赛展示项目获赞誉

本报12月5日讯(通讯员
赛赛) 日前，威海供电公司创
新项目《电 e居，您开始用了
吗？——— 一种新型智能家居解
决方案》在第三届青年创新创
意大赛决赛优秀成果展厅进行
展示。国家电网公司党组副书
记、副总经理辛保安对项目给
予充分肯定。

本届青创赛以“信通新技
术让电网更智能、企业更智慧”
为主题，坚持“打造一个项目、
熟悉一个专业、培育一批骨干”
的工作要求，深化“三带三赛”，
实施“3+N”青年创新推进机
制。

威海供电

深化计量资产全寿命周期管理

本报12月5日讯(通讯员
唐芳) 日前，威海供电营销部

召开计量资产周转柜应用现
场会，通过精细化管控、分层
次培训、专业化指导等多种方
式，积极提升市、县及各分中
心计量资产全寿命周期管理
水平。

为此，公司为市、县计量人
员开展专题培训，解析计量资
产管理评价规则、管控方法及
整改措施，实时跟踪指标规则
变化，提升基层资产管理人员
业务水平，同时加强市公司计
量专业指导。

威海供电

宣贯党的十九大精神

本报12月5日讯(通讯员
姜婷) 近日，威海供电公司副
总经理邹吉全到营销部党支部
参加专题党日活动，向营销部
党支部全体党员宣讲党的十九
大精神。

结合十九大精神和营销工
作，邹吉全强调：要准确把握电
力体制改革重点，掌握策略、超
前谋划，力争在售电市场和增
量配电业务竞争中占据主动
权，巩固和扩大市场占有率；同
时，要加快服务模式市场化转
型，抓好供电服务平台和“全能
型”乡镇供电所建设，力争“全

能型”供电所和“星级”供电所
建设双提升。

威海供电举办

青年电力营销业务技能竞赛

本报12月5日讯(通讯员
姜婷) 日前，威海供电公司在
文登埠口培训中心举办威海
市青年电力营销业务技能竞
赛。

本次竞赛共分为装表接
电、营业窗口、抄表作业三个专
业，采取理论知识考试、技能操
作考核和情景模拟相结合的方
式，经过激烈角逐，文登市供电
公司、乳山市供电公司、营业室
分获团体前三名。营销部郭聃、
营业室朱守文、文登公司黄海
宁分获装表接电专业前三名，
乳山公司毕崇杰、营业室李玉
午、营销部张祥坤分获抄表作
业专业前三名，乳山公司陈梦
姣、文登公司姜贵耀、高新分中
心宋洁分获营业窗口专业前三
名。

威海供电

解答市民疑惑

本报 1 2月 5日讯 (通讯员
刘中华 陈卫杰 ) 近日，

威海供电公司总经理李刚参
加了行风热线直播节目，向
听众介绍了公司迎峰度冬、
电 力 设施保 护 、电 能 替 代 、

“煤改电”、“以电代油”等工
作开展情况。

热线之后，公司监察部会
同营销部，对客户反映问题进
行了认真分析，提出了问题落
实意见，要求相关责任单位强
化措施，切实做好处理落实工
作。

威海供电

亮相“威海发布”

本报12月5日讯(通讯员
蔡海沧 刘燕燕) 近日，威海
供电公司做客“威海发布”新浪
微博微访谈节目，围绕“电力彩
虹安全度冬”主题，与网友进行
了在线实时互动，公司营销、运
检相关专业工作人员参加了本
次访谈。

上线过程中，公司工作人
员就网友关心的居民分时电价
政策、电e宝缴费、“互联网+供
电服务”、反光膜的危害和治理
等问题进行了答复和交流。本
期微访谈共解答量价费类问题
3项，征信类问题1项，用电安全
类问题4项。

邮邮件件被被入入侵侵，，1188 .. 88万万美美元元货货款款被被截截
受受害害人人报报警警及及时时，，““公公安安部部电电信信网网络络诈诈骗骗案案件件紧紧急急止止付付平平台台””冻冻结结涉涉案案账账户户

本报威海12月5日讯(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黄宪锋)
黑客截取商务电子邮件，将

信中的汇款账户改为自己的账
户，骗得威海市民唐女士汇出
的18 . 8万美元。唐女士及时报
警，警方通过“公安部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紧急止付平台”冻结
涉案账户。12月2日，李某被民
警从广州押回威海，因涉嫌诈
骗罪被刑拘。

唐女士从事进出口贸易，
与海外客户存在较大时差，打

电话联系不便，大多业务靠电
子邮件联系。11月14日下午，唐
女士通过电子邮件通知丈夫给
一供货商汇18 . 8万美元(折合
人民币120余万元)，但供货商
却没有收到汇款。唐女士联系
丈夫，丈夫说他确实收到了一
封邮件，按照邮件中的指定账
户汇去18 . 8万美元。

唐女士和丈夫仔细核对邮
件，确认不法分子篡改了邮件
内容，把原邮件中供货商的账
户改为另一个账户。

唐女士向北沟街派出所报
案，环翠刑警连夜立案并通过
通过“公安部电信网络诈骗案
件紧急止付平台”冻结涉案账
户。之后，民警赴浙江、广东核
查，确认嫌犯在广州活动。11月
29日，民警在广州市白云区抓
获嫌犯李某、袁某(女)。

李某、袁某供认不讳。经
查，袁某为李某的上线，她还涉
及其它几宗类似案件。目前，袁
某因其它案件被移交辽宁警
方，李某则被押回威海。

民警介绍，袁某、李某非常
了解金融常识，他们用黑客技
术盗用唐女士的电子邮箱，继
而篡改邮件内容实施诈骗。但
并非所有人都像唐女士这么幸
运，今年6月，环翠刑警也侦破
了一起类似案件。威海某公司
与法国一公司有业务往来，平
时靠电子邮件联系，威海某公
司的电子邮箱被黑客盗用，致
使法国客户汇出的43870元美
金(折合人民币30 . 7万元)到了
骗子的账户。民警侦查发现，被

骗款项在短短几天内被从石家
庄、北京两地分多次取现，取款
人竟是两名黑人。6月16日，民
警在北京抓获其中一嫌犯，此
人竟是一名尼日利亚籍的自费
留学生，年仅16岁。

警方提醒,“公安部电信网
络诈骗案件紧急止付平台”要
发挥作用，最关键的是要跟骗
子抢时间，在骗子转移涉案款
项前冻结涉案账户。这需要受
害人在第一时间报案，并向警
方提供骗子的账号、账户姓名。

精神障碍男子出走,流落仨月后获救
本报威海1 2月5日讯 (记

者 孙丽娟 通讯员 李雪
松) 男青年武某有精神类疾
病，3个月前从烟台离家出走，
和家人失去联系。4日，有人在
荣成市港西镇一码头的游船
里发现了武某。最终，民警帮
武某找到了家人。

1 2月4日9时许，荣成市
港西镇鸡鸣岛码头，一衣衫不
整的青年被发现藏身码头的
一艘游船，看上去精神状态不

佳，为防止发生意外，有人报
警。

港西边防派出所民警赶
到现场。只见男青年面黄肌
瘦、神志不清、语言混乱，身上
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民警将他
带回派出所，拿来了食物。

从男青年杂乱的话语中，
民警陆续捕捉“沂水”、“烟
台”、“武某”等字眼，根据口
音判断，他并非本地人。随后，
民警根据仅有的几个关键词

展开查询，辗转联系了上了男
子的家属。

经了解，男青年名为武
某，沂水人，目前全家人在烟
台经营一片樱桃园。家人介
绍，武某患间歇性精神障碍，3
个月前，趁家人不注意离家出
走。武某走失后，家人向当地
公安报案，但一直没有线索。

4日下午，武某的父亲从
烟台赶到港西边防派出所，接
回了走失3个月的儿子。

夜乘出租被打，17岁乘客捅死司机
逃亡12年后，于近日落网

本报威海1 2月5日讯 (记
者 陶相银 通讯员 夏旱
雨) 12月2日上午，在环翠刑
警押解下，林某到羊亭镇王家
河村指认了12年前的作案现
场。之后，他因涉嫌故意杀人
罪被刑拘。2005年，尚不满17
周岁的林某与出租车司机沈
某发生争执，持刀将其捅死。

2005年4月16日深夜，有
人发现一辆出租车停在羊亭
镇王家河村附近路边，司机
浑身是血，不省人事。羊亭派
出所、环翠刑警相继赶到现
场，确认出租车司机沈某已

死亡。
案发后，刑侦部门进行

了大量走访摸排，由于缺少
线索，案件始终未能侦破。

1 2年来，刑警不断梳理
该案并搜集了大量信息以确
认嫌疑人身份，日前才锁定
为高区初村镇男子林某。

秘密调查林某的社会关
系和活动轨迹，民警于12月1
日下午将林某抓获。3 1岁的
林某已结婚且有一个 5个月
大的孩子，原以为生活已步
入正轨，不料想还是没能逃
过法网。

林某交代，2005年4月16
日晚，他和朋友在经区蒿泊
喝酒后离开，搭乘沈某的出
租车，在车上他与沈某发生
争执，车行至王家河村附近
时，沈某用手打了他的下巴
一下，他恼怒之下，用随身携
带的折叠刀连捅沈某胸部数
刀，将其杀死。

案发后，林某先后逃窜
至广东、吉林等地甚至远赴
韩国打工，直到2 0 1 4年才回
国，感觉时隔多年警察都没
有发现，他以为这事就此结
束才结婚、生子。

高区国税牢筑网络安全“防护墙”
本报12月5日讯 (通讯员

李颖) 日前，高区国税局
信息中心对单位内网计算
机安全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消除安全风险。

今年以来，高区国税局
进一步加强网络安全管理，

定期组织专班对内网计算
机安全标签、安全设置、安
全设备配置和管理情况进
行全面检查，每月对全系统
网络安全管理工作情况进
行 通 报 ，及时整 改 安 全 问
题，消除安全风险。

高区国税落实首问责任制
本报12月5日讯(通讯员

李颖) 连日来，高区国税局在
接到纳税人咨询时落实首问责
任制，保证首位接洽人负责到
底。

截至本月初，高区国税局

为纳税人首问负责解决各类咨
询、投诉等业务问题322个，其
中涉及内部流转165余多次。同
时，就相关业务预约纳税人102
户次，涉及登记、发票、优惠等
10大类38小类具体项目。

近日，沈阳路小学党支
部组织全体党员展开专题组
织生活会。 王海超

近日，大岚寺小学通过
加强检查、做好预防、宣传教
育，开展冬季预防传染病活
动。 王荷

为整合、共享优质资源，
大岚寺小学组织外出教师学
习交流。 禚晓

近日，沈阳路小学开展
地震安全应急疏散演练。

刘畅
近日，沈阳路小学家长

进课堂为孩子们带来美食与
健康课程。 张艳妮

近日，沈阳路开展“知
恩，感恩，报恩"系列活动。

张颖超
近日，大岚寺小学举行

一二年级小学生七彩阳光广
播操比赛、三四五年级排球
操比赛。 张娜

近日，沈阳路小学家委
会组织新父母亲子实践活
动。 张婷

近日，沈阳路小学完美
班主任论坛如期举行。

宋文斌
感悟七彩成长，聆听花开

的声音，近日，沈阳路小学开
展家长开放日活动。 卢紫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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