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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分两路，抓获2名嫌

疑人

近期，烟台海关根据掌握
到的走私线索，对烟台王某某、
张某某存在伙同他人走私进口
高档手表嫌疑开展研判。经前
期缜密分析，8月14日，烟台海
关缉私分局办案民警兵分两路
赴莱阳、长岛对犯罪嫌疑人王
某某、张某某展开搜查抓捕。

在莱阳市，海关缉私警察
发现王某某名下住宅两处，但
其并无固定职业、行踪毫无规
律。为此，缉私警察多方侦查，
锁定王某某经常居住地，将外
出回来刚进家门的王某某抓
获，起获赃物128块手表、大量
物证书证和电子证据。

长岛抓捕组的民警登岛
后，对犯罪嫌疑人员张某某进
行跟踪摸排。由于前期搜集到
的犯罪嫌疑人资料有限，在最
初的摸排中仅仅确定了犯罪嫌

疑人的疑似家庭住址和经营的
一家水产店名，但始终未发现
犯罪嫌疑人及其车辆。在守候
无果后，海关侦查人员转变思
路，怀疑犯罪嫌疑人在长岛有
两家名字相同的店面，遂挨家
挨户进行排查和对比，最终找
到犯罪嫌疑人另一家店铺，并
发现犯罪嫌疑人及其车辆。8月
16日8时许，海关缉私警察在张
某某进入店面后对其进行抓捕
和搜查，并在其电脑桌抽屉里
当场缴获高档进口手表11块。

从境外手表商手中购

买手表后再倒卖给境

内买家

8月16日，犯罪嫌疑人张某
某和王某某悉数到案，烟台海
关缉私分局警察对其开展审
讯。最初，张某某和王某某拒不
交代手表来源，且辩称自己仅
仅是购买佩戴，并没有进行买
卖。在海关缉私警察掌握的犯

罪嫌疑人买卖手表记录的证据
面前，两人终于承认自己从境
外手表商手中购买手表后再倒
卖给境内买家的犯罪事实。

经犯罪嫌疑人供述，两人
进口手表的供货商为同一个香
港卖家，都是通过微信与之联
系。经深入侦查，该供货商的真
实名字为林某某，因涉嫌走私
普通货物罪已被其他相关单位
羁押。烟台海关缉私分局警察
逐笔对应每块手表的购买、发
货情况，在大量证据面前，林某
某最终承认了其犯罪事实。

揭开黑幕，犯罪链条浮

出水面

烟台海关查明，该案是一
起典型的“水客”走私案件，境
外卖家负责寻找货源和“水
客”，“水客”负责通关和发货，
境内买家负责接货和销售。

当有内地买家向张某某或
王某某询问某款手表的价格

时，两人就会向香港的林某某
询价，然后加上利润向内地买
家报价。林某某收到购货款后，
将手表和张、王提供的收件人
信息一并交给“水客”，由“水客”
将手表通过随身佩戴等藏匿方
式携带进入内地，并直接通过
快递邮寄给内地买家。手表的

包装盒、说明书等则通过“水
客”随身携带进内地或直接从
香港用物流寄到收货人手中。

目前，海关缉私部门已对
两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海关将在案件办结后对涉嫌走
私的手表依法予以处置。

将将““水水客客””寄寄来来名名表表卖卖给给内内地地买买家家
烟台海关查获案值445.8万元走私名表，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本报9月12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薛瑞 吕佳
伦)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
利73周年，表达对老一辈革命
家的关怀，进一步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活动深入开展，近
期，恒丰银行烟台分行到当地
军区干休所及抗战老兵家进行
走访慰问，共叙军民鱼水情。

活动中，分行所辖营业部
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来到山东
省军区烟台第七离职干部休养
所，与抗战老兵亲切交流，聆听
先辈们为国抛头颅、撒热血的

英勇事迹，感受他们身上崇高
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
民族情怀。党员干部纷纷表示，
此次活动使心灵上得到了洗
礼，大家会铭记光辉历史，传承
抗战精神，以更饱满的热情、昂
扬的斗志投入到工作中。

“感谢党，感谢祖国，我们的
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也谢谢你们
惦念我。”在蓬莱市新港街道的
刘家旺村，90多岁的抗战老兵紧
紧握住蓬莱支行党员代表的手
高兴地说道。在老红军的家里，
员工与老人围坐一起亲切交谈，

详细询问了他们的生活和身体
健康状况，鼓励他们要多多保重
身体，并为他们送去了米、面、食
用油和牛奶等慰问品和慰问金，
老人们精神矍铄，并对恒丰银行
的善举大加赞许。

近年来，烟台分行在服务
当地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不
断开展社会公益活动，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下一步，分行将在
推动乡村振兴、服务“三农”、精
准扶贫、普惠金融等方面持续
发力，情系民生，回报社会，为
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9月12日讯(记者 秦雪
丽 通讯员 孙金霞 王恩
辉) 为提升检验检测能力，
烟台市质检所于今年新上
PCR实验室，目前已顺利通
过省质监局现场资质认定，
具备了开展基因检测的能
力。

该实验室现拥有实时
荧光定量PCR仪、普通PCR
仪器、凝胶电泳等先进设

备，通过组合式设计使试剂
准备区、样本制备区、扩增
区和产物分析区之间气流
单 向 循 环 ，满 足 了 G B /
T27403-2008等标准的相关
要求，具备了检测食品与饲
料中16种动物源性成分(猪、
牛、羊、鸡、鸭、鹅、鸽子、貂、
狗、猫、兔子、狐狸等 )的资
质，填补了市质检所在基因
检测领域的空白。

本报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宋其麟 姜元武

9月12日，记者从烟台海关获悉，近日烟台海关破获张某某、王某某走私劳力士、欧米茄等品牌高档手表案，共查获走私高档档手

表139块，案值445.8万元。目前，海关缉私部门已对两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恒恒丰丰银银行行烟烟台台分分行行慰慰问问抗抗战战老老兵兵共共叙叙鱼鱼水水深深情情 新新上上PPCCRR实实验验室室
填填补补基基因因检检测测空空白白

着眼防范，全面演练
为保障招远“黄金节”期

间特种设备安全，应对突发
事件，烟台市特检院招远工
作站与相关部门配合，对重
点区域和场所的特种设备安
全管理制度、人员及应急预
案等进行全面排查。(通讯员

金鹏 杨学文)
严格值守，提供保障

招远“黄金节”期间，烟
台市特检院招远站严格执行
24小时值班值守的要求，并
安排精干检验人员到珠宝首
饰城等会议核心区进行值
守。做到人员到位、设备到
位、工作到位，出现问题第一
时间进行处理救援，加强巡
查力度。(通讯员 金鹏 杨
学文)

特特检检快快讯讯

本报9月12日讯(记者 范华
栋 通讯员 曹杰 李娜) 12
日，记者从烟台交警支队获悉，
进入9月份以来，伴随着学校开
学，市区早晚高峰部分路口、路
段路网交通量有了明显的增加，
交警支队信号优化组人员，加大
路网视频巡查力度，开展路口流
量分析研判，针对学校周边路
口，优化信号配时50余次，开启
学生上放学时段的控制方案。高
峰期优化关键节点路口信号配
时，继续实施缓进快出控制策
略，防止中心区出现大范围拥
堵，均衡路网交通流，平峰期加
强绿波协调，提高车辆通行效
率。开学两周以来，市区流量平
稳，未发生大面积、长时间拥堵
的点、段。

据支队民警介绍，因莱山区
港城东大街凤凰东路路口与港
城东大街桐林路路口相距较近，
只有158米，中间还有一段为消
防车辆保留的护栏开口，高峰期
港城东大街由西向东左转进入
桐林路的车辆非常多，经常溢出
到凤凰东路路口，导致路口通行
不畅，通过协调控制，两个路口

通行车辆相对平衡。随着凤凰南
路的开通，港城东大街-凤凰东
路南口右转弯车辆大量增加，并
且大部分右转车辆都需要向左
转车道并道进入桐林路，当左转
车辆排队过长时，凤凰东路右转
需要进入桐林路的车辆因不能
插入左转车道而占用由西向东
的直行车道，就会导致由西向东
直行车辆受阻，从而导致凤凰东
路以西路段由西向东方向全线
压车。

交警支队科技科吴楠介绍
说，“交警部门通过深入观察路
口流量特征，采取了以下三种措
施，让供需失衡的路口重新找到
新的平衡。一是细化高峰时段，
分析路口流量数据的时间变化
规律，找出桐林路通行需求最大
的时间段。二是桐林路通行需求
最大时间段，延长港城东大街-
桐林路西口左转的绿灯时间，尽
可能多的放行进入桐林路的车
辆，其他时间段优先放行港城东
大街东西方向的车流量。三是通
过协调参数，在凤凰东路西口提
前截断由西向东进入桐林路路
口左转车道的车辆，这样，左转

车道内留出空余位置给南口左
转并道车辆使用，避免右转车辆
干扰直行车辆通行。通过优化暂
时缓解了港城东大街的排队长
度。”

北马路与青年路交叉口是
幸福片区连接中心区的一个重
要节点，交通压力巨大。尤其是
早高峰，北面不足100米紧邻环
海路，北进口1直行1左转1右转
共3条车道，南进口2直行1左转
1右转共4条车道，南北狭窄，东
西较宽，极易产生排队过长现
象。根据实情采取优化措施：一
是延长北马路青年路路口高峰
时段，直到环海路车辆排队疏
散完毕。二是将早高峰细分为
两个阶段，第一阶段8:10以前以
疏通北马路东西向流量为主，
保证北马路畅通。第二阶段8:10
以后以疏通南北流量为主，减少
海港路压车时间。经过调整，环
海路堵车的时间大大改善，早高
峰压车提前40多分钟结束。

交警欢迎广大交通参与者
添加18660063357微信号(备注

“加入信号优化群”)，参与交通
信号控制优化工作的交流。

学学校校周周边边路路口口信信号号配配时时优优化化
已优化信号配时50余次，交警喊你来提意见

烟烟台台市市下下半半年年企企业业人人力力资资源源

管管理理师师全全国国统统考考开开始始报报名名
本报9月12日讯(记者

焦兰清 通讯员 隋诚) 9
月12日，记者从烟台市职业
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获悉，
2018年下半年企业人力资源
管理师全国统一鉴定将于11
月17日开考，烟台市从现在
开始报名，报名截止日期为9
月21日。

为方便符合报考条件的
人员报名，烟台市职业技能鉴
定指导中心开辟多渠道接受

报名，一是单位集体报名，以
县级职业技能鉴定中心、高等
院校及各培训学校为报名点，
接受考生报名后统一上报市
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二是
针对“不参加单位集体报名”
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报考
人员继续开通网上报名。

具体个人报考须知可登
录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网站(“人才服务”板块
的“技能人才”)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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