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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卖苹果得来3万元，放在家中却被人偷走了

蓬蓬莱莱警警方方帮帮果果农农追追回回““苹苹果果款款””
本报11月7日讯(记者 闫丽

君 通讯员 蓬公宣) 7日，记
者从蓬莱市公安局获悉，近日蓬
莱果农巩某辛苦挣得三万多苹
果款，却不翼而飞。接警后，蓬莱
警方严密侦查将涉嫌盗窃的犯
罪嫌疑人邢某抓获。目前，盗窃
犯罪嫌疑人邢某已被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据警方介绍，10月16日12时
许，蓬莱市村里集镇巩家庄村
巩某报案称，其放在家中的卖
苹果钱30100元被盗。案情就是

命令。接警后，村里集派出所迅
速组织精干民警身赴现场并调
取巩家庄村周边的监控，展开
周密的走访调查取证工作。经
向蓬莱市公安局合成作战中心
汇报，民警昼夜研判最后锁定
犯罪嫌疑人邢某。11月1日，经
过几个昼夜的摸排和蹲点守
候，民警将邢某抓获。

经查，现年 5 0岁的黑龙
江人邢某2006年来到蓬莱市，
离 婚 独 居 的 他 既 无 正 当 职
业，又好逸恶劳，于是做起了

无本买卖——— 盗窃。2008年8
月因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2014年3月因盗窃被判8个
月，2016年4月因盗窃被判8个
月，2017年4月因盗窃被判6个
月。

刚出狱不久的邢某收敛了
不少，打了几份工，可他不是嫌
累就是嫌脏，于是，又重蹈覆辙
开始了盗窃生涯。今年10月份的
一天早上七点多钟，他骑着安
有一个假车牌的摩托车离开了
大辛店凤凰山庄小区，然后沿

着大槐树路口往南，上了旅游
观光路，拐进了一个村里，发现
了一户人家，大门锁着，就从南
墙爬了进去，里面的门没有锁，
进屋后在靠东墙的桌子上偷了
100元，然后就去西屋找到一个
木箱里面的一个盒子，整整3万
元。得手后邢某翻墙出来，沿着
原路返回了大辛店的住宅。

随后几天，按捺不住盗窃
兴奋的邢某又故伎重演，他骑
着摩托车沿着牟黄路往西走，
来到小门家镇沈余村，发现有

一家住户锁着门，就翻墙进去，
看到一个衣柜上着锁，就从被
盗者家里拿了工具把衣柜的锁
给撬开，偷了四百块钱，翻墙出
来沿着原路回去了。

经审讯，邢某对今年10月份
以来先后在村里集镇柳格庄村、
巩家庄村、小门家镇沈余村采取
翻墙入室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涉案总价值近33000元。多
次因涉嫌盗窃被打击处理，邢某
却屡教不改，等待他的将是法律
的严惩。

一一出出租租车车违违规规收收费费不不开开发发票票被被罚罚44000000元元
市运管处责令该出租车停运一个月

本报11月7日讯(记者 梁
莹莹 通讯员 王静) 近日，
烟台市运管处接到投诉，乘客
张先生11月3日晚从北京飞往
烟台，由烟台蓬莱国际机场打
车回家，路上张先生发现该出
租车司机私自调表，计价器显
示100多公里(实际里程约70公

里)，加高速费共计收费325元，
张先生针对行车里程现场提出
质疑，经与司机协商，最终司机
收费280元，且司机拒绝提供发
票。

烟台市运管处接到投诉
后，工作人员立即进行调查，
经落实投诉情况属实，按规

定 市 运 管 处 对 出 租 车 鲁
YT1182进行严肃处理，根据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
理规定》“对不按规定使用相
关设备罚款 2 0 0 0元，不向乘
客出示发票罚款2000元”，同
时，对该车计价器设备予以
没收；取消该车机场待租资

格；将该驾驶员列入黑名单，
今 后 不 得 再 从 事 出 租 车 经
营 ；责 令 该 出 租 车 停 运 1 个
月。

据介绍，烟台市运管处今
后将继续加大力度打击出租
车各类违规行为，重点打击不
主动出示发票、不按规定使用

相关设备、不系安全带、不插
服务卡等问题，对整治过程中
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严肃处
理，确保广大乘客权益。同时，
市运管处提醒广大乘客，在乘
坐出租车时如发现司机有上
述违规行为，可拨打2938111进
行投诉。

烟台启动“警保联动”，专员“遇案即停 快处快撤”

首首批批114433名名服服务务专专员员持持证证上上岗岗
本报11月7日讯(记者 刘

丹 通讯员 朱倩 王乐) 11
月1日，烟台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烟台保监分局和烟台市保
险行业协会在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成功举行烟台市“警保联动”
启动仪式，在与人保财险联动
的基础上，全市所有保险公司
140余人纳入“警保联动”服务
专员团队。烟台保监分局副局
长田世波、烟台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副支队长王军、烟台市保
险行业协会秘书长隋涛、烟台
市保险行业协会副秘书长王永
明、烟台保监分局监管科科长
李瑞出席启动仪式。

记者了解到，按照以往传
统事故处理流程，需由事故现
场车主报交警并向保险公司报
案提出索赔，之后等待交警及
当事车辆承保公司的查勘员共
同到现场处理，先由交警裁定
责任，待保险公司查勘、定损、
核赔等环节后支付赔款。哪怕
轻微事故往往也需要半小时至
1小时，如遇交通高峰期，不仅
需要耗费更长的时间，还会造
成路面拥堵。

出席活动的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副支队长王军告诉记
者，“警保联动”是由持证在岗
的服务专员，在没有重大紧急
任务的情况下，提供“遇案即
停”服务，快速处理交通事故，
做到快处快撤，保障道路畅
通。

“警保联动”的服务专员都
是由各保险公司推荐并通过交
警支队培训、考试合格的事故
查勘员，首批获得“警保联动”
服务专员资格的有143人，今后
将有更多的服务专员持证上
岗。

市交警支队和烟台市保险
行业协会提醒广大车主，“警保
联动”服务专员全部持证上岗
服务，如遇轻微交通事故，核实
证件后可放心由到场的服务专
员协助您处理相关事宜。

市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隋
涛透露，持证在岗的“警保联
动”服务专员，在没有重大紧急
任务的情况下，必须停车提供

“遇案即停”服务，快速处理交
通事故，做到快处快撤，保障道
路畅通。协会将对参与“警保联

动”的公司和服务专员进行专
项考核。

王军进一步解释，“警保联
动”就是将各公司服务专员加
入交管12123道路交通事故在线
快处平台，服务专员驾驶查勘
车辆在城区重点时段重点路段
开展路面巡查，在遇见交通事
故时协助当事人快速处理。有
了“警保联动”，单车损失在5000
元以下无人员伤亡、责任明确
无争议的轻微道路交通事故，
可以由“警保联动”服务专员协
助事故车主拍照上传系统，然
后撤离事故现场，这无疑会大
大降低道路拥堵和次生事故的
发生。

“‘警保联动’机制充分发
挥了保险的专业优势，有效避
免因交通事故造成的道路拥堵
及次生事故。”隋涛表示，这一
机制改进了事故快速处理方
式，在公安交通管理和保险服
务领域实现了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有
效助力烟台市畅通工程，提升
保险行业服务社会、保障民生
的责任和水平。

太太平平人人寿寿开开通通重重大大疾疾病病
就就医医绿绿色色通通道道服服务务

面对优质医疗资源不
足、配置不合理，优质医院资
源大多数集中于一二线城
市、病人大规模集中在少数
医院就诊，医院超负荷导致
病人就医困难等一系列问
题，太平人寿想客户之所难，
推出了“太平医路通”客户服
务项目。该项目以“从根本上
提升客户的生命质量”为核
心理念，是一项集公司整体
资源为一体的综合服务项
目。

通过一张“医路通”卡，
整合医疗资源，为客户提供
覆盖150种轻症及重疾的诊
前、诊中、诊后全阶段诊疗服
务，快速精准解决客户就医
难题，为客户提供优质的健
康管理服务。用更短的时间，
为客户提供更快、更优质的、
更便捷的就医服务体验，是
太平医路通项目的三大优
势。

每一次患病，都是一次
痛苦的经历；面对疾病的每
一关，都是对健康的延误，是
生命的煎熬。太平医路通，为
您避免误诊，争取时间；太平
医路通，帮您找对医院，找对
医生，有效诊断。太平医路
通，您口袋里的医生朋友。详
情请咨询您身边的太平人寿
服务专员。

太平卓越智臻终身年金
保险(分红型)将在11月荣耀上
市。据悉，接下来太平人寿烟
台中心支公司将举办“智慧连
城·思享会”系列活动，特邀行
业知名学者进行现场授课。11
月仍将大牌云集，精彩不断，

《高净值客户资产保护的机遇
与挑战》高端授课会《家族财
富传承及法律筹划》等主题讲
座也将纷至沓来，您可通过身
边太平人寿服务人员提出参
会申请，审核通过后客服人员
将致电邀约。

太太平平人人寿寿斩斩获获““年年度度最最佳佳””
““最最受受欢欢迎迎””多多项项大大奖奖

近日，由中国财富传媒
集团主办的“2018天府金融
论坛保险服务创新峰会暨首
届中国保险业金燕奖颁奖典
礼”(以下简称“金燕奖”)在成
都举办。太平人寿旗下两款
保险产品“太平福禄康瑞终
身重大疾病保险”“太平美好
金生终身寿险”分别荣获“年
度最佳重疾终身(含身故)险
奖”“年度最佳终身寿险奖”，
公司同时获评“年度最受消
费者欢迎奖”。

产品好不好，要靠市场
来检验。近年来，太平人寿推
出多款让消费者叫好的产
品，此次获奖的两款产品就

是其中的代表：“太平美好金
生终身寿险”具有保障终身、
保障额度高且保额按年度递
增等特点；“太平福禄康瑞终
身重大疾病保险”在承保100
种重疾的基础上，额外对轻
症的保障范围、理赔次数、豁
免条件等进行了全面扩展。

2018年，太平人寿以客
户为中心，推出全类型理赔
案件在线受理的“秒赔”服
务、升级客户分级体系、提升
大病保险直付速度，把服务
做到位的同时，也更加体现
出产品的价值，最终收获消
费者的广泛认可。

国国家家核核电电核核岛岛装装备备产产业业计计量量测测试试中中心心获获批批筹筹建建

本报 1 1月 7日讯 (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刘云利 )
1 1月 1日上午，国家核电核岛
装备产业计量测试中心批筹
揭牌仪式在烟台举行。国家
核电核岛装备产业计量测试
中 心 依 托 烟 台 市 计 量 所 筹
建，中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
具有产业特点的量值传递技
术和产业关键领域关键参数
的测量、测试技术，开发产业
专用测试设备，研究服务核
电核岛装备产业全溯源链、

全寿命周期、全产业链并具
有前瞻性的计量技术，加强
计量测试能力、计量科技创
新能力和运行能力建设，为
核电核岛装备产业发展提供
高技术、高质量服务。

国家核电装备产业计量
测试中心战略定位是依托烟
台核电装备产业群和国家核
电产业技术创新平台，以核电
装备产业全产业链、全溯源链
和全寿命周期的计量测试需
求为导向，建成面向核电核岛

装备产业领域的计量技术服
务机构和计量科研机构，为全
国核电装备产业提供计量测
试和计量科技创新服务。打造
一个计量测试技术与核电装
备产业同步升级、融合发展、
协同创新、资源整合的国家级
产业计量测试中心，搭建引领
合作、共享、开放的核电装备
产业技术革新的创新联盟和
孵化平台，构建支撑现代核电
装备产业发展的计量测试服
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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