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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处农房贷出300万元“活钱”
文登市重新启动并完善农房抵押贷款制度，缓解了农民融资难题

本报威海12月11日讯 (记者
李彦慧 通讯员 牛序鑫 ) 日
前，文登市张家产镇登登口村西
洋参种植户牛世元用新建的6间
大瓦房作抵押，向文登市农信社
贷款 1 . 2万元用于进一步扩大西
洋参生产。据了解，从今年7月份
至今，文登市6 0多处农房资源转
化成为“活”资本，累计贷款300多
万元。

以往，农民贷款除了拆借方式
之外，基本上只有担保贷款一种途

径。由于缺少有效的可供抵押物及
担保人，农民担保贷款难度大、贷
款数额小。长期以来，农民贷款难、
缺乏融资渠道，在很大程度上制约
了农村的发展。

把自己的住房和国有土地上
房屋一样抵押融资发展生产，是农
民的迫切需要。文登市从1997年开
始尝试农民住房抵押贷款工作。今
年7月份，针对农民住房用地的特
殊性，文登市房管部门重新启动并
完善了农房抵押贷款制度，进一步

明确了抵押条件。
制度规定，抵押人有多幢集体

土地上房屋的，在留有一幢满足居
住的情况下，可将其他房屋抵押；
抵押人仅有一幢集体土地上房屋
的，须提供第三人在实现抵押权时
为抵押人提供居所的担保。同时，
要求房屋所在的村委会出具同意
房屋抵押以及为实现抵押权而进
行房屋处置的证明，并承诺协助办
理被处置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
手续。

此外，对于民间借贷以集体土
地上房屋设立抵押权而申请登记
的，文登市也按上述方法予以了规
范，完善了登记规程，严格审查条
件，确保零行政复议和零行政诉
讼。

据了解，自开展集体土地上房
屋抵押登记业务以来，文登市已经
有60多处农房、集体厂房等办理了
抵押贷款登记，从银行中贷出款项
300多万，大大解决了农民融资难的
问题。

刘长城获“全国百名优秀志愿者”称号
他发起成立的爱心志愿团体已发展了十几个爱心企业和上百名爱心志愿者

本报威海12月11日讯(记者
陶相银) 日前，“全国百名优秀
志愿者”和“优秀志愿服务组织”
网上评选活动结束，威海市行政
审批中心物管办主任刘长城荣膺

“全国百名优秀志愿者”称号。
“全国百名优秀志愿者”和“优

秀志愿服务组织”网上评选活动由
中央文明办主办，中国志愿服务基
金会、中国文明网、央视网等单位承
办，由网民选出100名全国优秀志愿
者和10个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刘长城

是全省4名入围志愿者之一，也是威
海唯一获得“全国百名优秀志愿者”
殊荣的志愿者。

刘长城曾在威海市总工会从
事法律顾问工作，工作期间，他积
极为职工排忧解难、伸张正义，先
后为70多名职工赢得了权益，被
授予山东省“‘三五’普法教育先
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2008年10月，刘长城到文登
侯家镇挂职党委副书记。挂职
期间，刘长城跑遍了侯家镇38个

村，帮助侯家镇集后村拓宽硬
化了2100米的两条主街道；自掏
腰包，雇来铲车将上侯家镇郭
家村通往果园和责任田的山道
修整一遍；用自己的工资给侯
家镇敬老院里1 5位体弱多病的
老人每人100元钱，还连续两年
先后买了30吨煤送给镇敬老院，
与2 2户生活特别困难的群众家
庭结成了帮扶关系。每逢重大
节 日 前 ，他 都 要 带 着 油 盐 、米
面、肉蛋等生活必须品挨家挨

户“走亲戚”。
刘长城的爱心善举感动了许

多人，他的亲朋好友和社会爱心
人士自发加入爱心志愿行列，由
他发起成立的“威海长城爱心大
本营”已发展了十几个爱心企业
和上百名爱心志愿者。刘长城更
是获得“山东省先进法律工作
者”、“威海市最佳机关工作人
员”、第二届市级道德模范等荣誉
称号，2010年入选中国“助人为
乐”好人榜。

红色吕剧《乳娘》16日乳山首映
本报威海12月11日讯(记者

刘洁 通讯员 李丹) 记者11日
从乳山市相关部门了解到，由国家
一级吕剧演员冯宝华担纲导演，国
家一级演员、郎咸芬的亲授弟子史
萍担任主演的大型现代红色吕剧

《乳娘》，将于16日在威海机械工程
高级技工学校文体馆首映。

“你爹娘是八路军杀敌上战
场，受重托娘把你家中暗藏。你与
那虎子哥，为娘同抚养，一对小兄
弟，同睡一床。恨小人告密丧天
良，引来日寇血洗村庄，为救你我
痛把虎儿投狼口……”连日来，红
色吕剧《乳娘》在威海机械工程高

级技工学校文体馆带光带景排
练。60多名演员声情并茂地表演，
乳娘玉英舍弃亲生骨肉、扶养革
命后代的母爱圣情让现场的观众
纷纷落泪。

据了解，《乳娘》讲诉了在血雨
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胶东育儿所
300多位乳母在艰苦的条件下与敌
人斗智斗勇，最终把上千名八路军
的孩子抚养成人的感人故事。

乳山市文广新局局长王涛介
绍，《乳娘》投资120万，是今年乳山
市重点打造的文化精品，是乳山市
委、市政府推进“文化强市”战略的
成果。

下架产品，网店仍显示“在售”
卖家解释：我们只是代理商，对产品动态了解不如供应商及时

本报威海12月11日讯(记者
侯书楠) “我在淘宝网上‘买了’
一款耳罩，可是付款后，卖家提醒
我这款耳罩已经下架了。既然是
下架产品，为什么还要摆出来让
大家买？”近日，市民姜先生网购
时，发现商品已下架，卖家还在叫
卖，让他很不能理解。

据姜先生介绍，12月以来，威

海天气渐冷，并连下了两场雪，姜
先生这才想起来要买耳罩。在淘
宝网上搜了一个品牌的耳罩，“我
在淘宝上搜索了半天才找到87件
相关产品，可是当我在一家自称
是专卖该品牌的店铺里购买了一
款后，卖家给我留言说，这款耳罩
已经下架，让我再换个别的款
式。”

姜先生没有答应，要求对方
退款。尽管卖家一直为姜先生推
荐其他款式的耳罩，但很难入他
的眼。“既然店铺没货，就该把产
品下架，还摆出来，这不是误导消
费者吗？”

随后，记者联系到卖家。卖家
称，她并没有获得该品牌授权专
卖，“我们只是一级代理商，从厂

家那里直接发订单出货。”卖家还
解释，厂家直接给实体专卖店供
货，很多时候，她们做代理只能给
实体店发订单，“有时候产品下架
了，我们并不知道。通常都是买家
先跟我们要货，我们才联系厂家，
中间就存在时间差。”

最后，经过双方协商，卖家同
意退款给姜先生。

本想“办个证”，竟招来“勒索”电话
民警判定“办证的”克隆夫妻俩手机卡，提醒市民不要轻露个人信息

本报威海12月11日讯(记者
吕修全 通讯员 孙志刚 ) 10

日，市民吕先生及妻子谭女士经
历了一段揪心时刻，夫妻俩先后
接到显示为对方号码的电话，一
陌生人称绑架了其配偶，要求拿
钱赎人。后经区公安分局民警介
入调查，发现吕先生夫妻俩均没
有被人绑架，可能是遭遇了克隆
手机卡诈骗。

近日，家住市区的吕先生轻
信街边办证的野广告，电话联系
对方想“办个文凭”。对方详细询

问吕先生的个人信息，甚至包括
其妻子谭女士的电话号码。

10日中午，吕先生接到一电
话，要其到经区蒿泊站点拿证，并
要求吕先生把电话关机，“以防事
情败露。”吕先生到达蒿泊站点
后，对方在电话中再次严厉要求
吕先生把手机关掉。此时，谭女士
接到显示为其丈夫吕先生手机号
码的电话，一操外地口音的男子
声音传来：“你丈夫在我们手里，
你马上拿9000元打给我们，否则
就把他拉到河北卖肾去！”对方还

警告谭女士不得报警，手机要马
上关机。放下电话，谭女士忙拨打
丈夫电话但显示已关机。

吕先生等待未果后便开启手
机，随后就接到显示为谭女士手
机号码的电话，对方称谭女士已
被其绑架，要求吕先生拿8000元
钱赎人，否则就“卸胳膊卸腿”。吕
先生慌了神，再拨打妻子电话就
一直占线。

谭女士这边考虑再三后，拨
打了110报警电话，经区公安分局
民警介入调查。这时，吕先生用随

身携带的小灵通电话打通了谭女
士手机，夫妻俩这才确认对方并
没有被绑架。

办案民警判定，吕先生、谭女
士夫妻俩遭遇了克隆手机卡诈
骗，诈骗分子分别复制了吕先生、
谭女士的手机号码实施诈骗并可
能对夫妻二人的手机实施了监
听。民警提醒市民，不要轻信街边
巷尾的野广告，手机号码、家庭住
址等个人信息也不要提供给陌生
人，以防被犯罪分子利用实施诈
骗。

荣成新增一套

PM2 . 5监测设备

轧到伤者不救

逃离现场被抓

本报威海12月11日讯(记
者 林丹丹 通讯员 姜小
蓉 ) 1 1 月底，荣成购进了
PM2 . 5自动监测设备，12月2

日调试成功后，试运行情况良
好。

多年来，荣成一直实行
PM10自动监测，从监测结果
看，环境质量状况良好。截至
目前，今年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100%。PM2 . 5是指大气中直径
小于或等于2 . 5微米的颗粒
物，由于它颗粒较细，更容易
进入肺的深处，也称为可入肺
颗粒物。与较大的大气颗粒物
相比，粒径小，富含大量的有
毒、有害物质且在大气中的停
留时间长、输送距离远。虽然
体量“袖珍”，但它严重影响着
空气质量和能见度，是造成灰
霾天气的“元凶”之一，因而对
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及
能见度的影响较大。

今年11月底，在山东省环
保厅明确提出“自2012年起，
山东省17地市要在全国率先
全面开展PM2 . 5自动监测，及
时向社会公布结果”的要求
后，荣成市购进了一套PM2 . 5

自动监测设备，并在位于荣成
市环保局新建办公楼空气质
量自动监测子站进行安装。12

月2日，整套监测设备调试成
功，目前监测设备试运行情况
良好。

据了解，自1999年起，荣
成开始建设空气质量自动监
测站，至今已在荣成市范围内
建设了2个空气质量自动监测
子站，主要监测PM10、二氧化
硫和二氧化氮三项指标。从目
前监测结果看，荣成市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

本报威海12月11日讯 (记
者 许君丽 通讯员 周海
洋 王大勇) 3日，荣成一男
子驾二轮摩托车从因发生交
通事故倒在地上的伤者身上
碾轧而过，不仅未停下施救，
反而立即驾车逃逸。荣成交警
经过走访排查，在医院找到逃
逸男子。

3日下午5点左右，荣成市
滕家镇西仙村北公路处发生
一起交通事故，一辆二轮摩托
车与一辆自行车发生碰撞后，
摩托车驾驶员摔倒在公路上，
之后又一辆二轮摩托车从伤
者身上碾轧过去后驾车逃逸。

交警通过勘查，证实第二
辆摩托车驾驶员受伤。勘查完
现场后，民警立即到附近医院
挨个进行排查。

4日，当民警到上庄医院
了解情况时，发现一男子头部
有新伤。经仔细询问，该男子
最终承认，事故当天，其下班
回家途中，行经事故地点，没
有观察好路面情况，与倒在地
上的伤者接触后，摔倒在公路
上。由于保险过期，该男子担
心没有能力赔偿，存在侥幸心
理，驾车逃逸。

演员正在文体馆认真地进行排练。 通讯员 李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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