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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C08 城事

“黑旅馆”隐匿防空洞旁
环翠警方清查辖区旅馆、房屋租赁等不规范行为

隔记者 王震 报道

本报7月11日讯 10日晚8时
许，鲸园派出所民警对纪念路附
近的租房、旅馆进行了夜查。夜查
中，民警在一处防空洞旁发现了
一个“黑店”，同时发现有不少外
来务工人员没有办理居住证，即
使是在正规宾馆，也存在旅客信
息登记不规范的问题。

10日起，公安环翠分局对辖
区旅馆、出租屋展开为期一个月

的治安清查行动。西河街北头是
一处防空洞。进入防空洞，隐约可
见远处有灯光、人影，民警走近后
才发现，是一个加工生产豆芽的
作坊。作坊负责人称，这片“厂房”
是他从一个陶姓人手中租赁的。
民警介绍，平时防空洞用作经营
是允许的，但租赁防空洞比租赁
普通房屋的管理更严格，“比如
说，承租人不得破坏防空洞设施、
不得擅自装修改造，不得随意转
租等。”

防空洞的洞口旁，有一处“老
兵接待站”，这里只有一个楼梯、
一条走廊，且潮湿狭窄。走廊上，
电线私拉乱接，墙上的电表箱没
有任何防护，墙角的灭火器也已
过期。多数房间房门紧锁没有人
住，民警转了一圈也只发现有两
个房间在用。房间里只摆放了一
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桌子，房间狭
小且不通风。一名租客说，房间是
他租赁的，每月只需350元，租房
信息是在街头广告上看到的。

十几分钟后，“房东”陶某赶
到现场。陶某称，防空洞及这些房
屋也是他租赁的。民警说，开旅馆
应首先办理工商执照，再到当地
公安部门办理特种行业许可证，
许可证对旅馆的规模、床位、每个
房间的面积都有严格要求，同时
对晚上安保巡逻值班、旅客登记、
访客登记、贵重物品保管等方面
都有严格要求。随后，民警给陶某
开具了责令整改通知书。

同样西河街的一些草厦子

中，几名租住的青年均未办理居
住证。他们是附近一家企业的职
工，在威海已住半年以上。民警
说，持有居住证在劳动就业、医疗
保险、子女教育购车购房等方面
享本地居民同等的待遇，且办理
居住证不需花钱。

在纪念路的一家宾馆内，民
警还发现了旅客身份信息登记不
规范的违法行为，几名在住旅客
没有登记，而已退房离开的旅客
也未注销登记。

公 告
威海正翔塑料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研究决定，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威海皓菲集团有限公司服
装专卖店营业执照正本丢失，
声明作废。

企业名称：威海木森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威海市环翠区
青岛中路-71-3号210室

法定代表人：邓基显
注册资本：50万元
经营范围：室内外装饰装

修工程设计及施工；水电暖安

装；园林绿化、市政工程设计及
施工；工程预决算编制、工程造
价咨询。(法律、行政法规禁止
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
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
营)

企业名称：威海参福水产
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威海市海滨北
路-24号409室

法定代表人：张娟
注册资本：3万元
经营范围：鲜活水产品的

销售。(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
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
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企业名称：威海市九润贸
易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威海市环翠区
统一路-178号-8

法定代表人：徐彩虹
注册资本：300万元
经营范围：钢材水泥、建筑

陶瓷、五金建材、水暖管件、卫
生 洁 具 、保 温 材 料 、内 外 墙 粉
刷；米、面、日用百货、土特产品
的销售。(法律、行政法规禁止
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
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
营)

企业名称：威海新威建筑
安装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威海市环翠区
四方路-10号-202

法定代表人：刘增永
注册资本：50万元
经营范围：提供防水作业、

石 制 作 业 、木 工 作 业 、模 板 作
业、钢筋作业、混凝土作业、脚
手 架 作 业 、砌 筑 作 业 、抹 灰 作
业、焊接作业、水电暖安装作业
的 劳 务 分 包 ；室 内 外 装 饰 、装
修。(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
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
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企业名称：威海汇海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威海市环翠区

世纪新城-28号-201
法定代表人：陈志刚
注册资本：3万元
经营范围：餐饮管理服务。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
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
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刘同新保险从业资格证
号码：20061237100100006750
丢失，声明作废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毕聪晓保险从业资格证
号码：20000237100100002164
丢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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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朋友忙却伸贼手

见财起意偷走银元

隔见习记者 孙丽娟 报道
隔通 讯 员 宋 杰 宫明

本报7月11日讯 王某帮朋友
上房梁，将两块银元捆绑在房梁上
时，心生贪念，将其揣入怀里。11
日，乳山民警将王某抓获。

10日，王某答应朋友帮忙上
房梁，屋主让王某把两块银元绑在
房梁两侧。王某接过银元，朝银元
吹了一下，听见银元发出“嗡嗡”响
声，王某断定是两块“袁大头”银
元。好东西放在房梁上太可惜，王
某趁没人注意，将银元揣进兜里。
怕主人发现，王某把两个和银元相
同颜色的空烟盒绑在房梁上。

11日上午，屋主发现放在房
梁上的银元不见了，便报了警。经
排查，警方锁定王某为嫌疑对象，
并在王某家中将其抓获。

救生衣配上“卫星定位”
山东2013海上联合搜救消防演习在威举行

隔记者 王震 报道

本报 7月 11日讯 11日上
午，2013年山东海上联合搜救消
防演习在威海海域拉开帷幕，具
有定位功能救生衣首次“现身”
海上演习。

此次演习包括新技术海上
综合定位、海上人员搜寻和人命
救助、船舶海上消防作业等四个
科目，这是首次应用海上综合定
位技术，由军队、地方政府和民
间救助力量密切配合的海空联
合演习。

本次演习模拟一艘客船在
航行过程中因电路故障引起机
舱起火爆炸，1名乘客落水。威海
海上搜救中心接到险情后，调动
海事、海警、渔政、救助局、救助
飞行队以及社会志愿搜救力量
等参与到救助行动中，对遇险船
舶进行消防作业，救助落水人
员。

演习中，落水人员穿着的北

斗定位救生衣，具有先进
的全球卫星定位功能，可
以自动发射救生信号。

威海搜救中心通过北
斗搜救指挥系统接收到定
位信息，指令现场救援力
量迅速到达指定位置救
助。

“落水”人员身穿的救
生衣，是我国自主研发的
具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
海上救生衣，它能实现整
个亚太区域海洋上的遇险
自动报警、北斗卫星精确
定位、落水人员漂移轨迹
实时跟踪等功能，为搜救
落水人员赢得宝贵时间，
这是此类救生衣首次在国
内各类海上演习中使用。

本次演习由威海市海
上搜救中心主办，山东海
事局、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
交通运输部北海第一救助飞行
队、北海海巡执法总队、威海海

事局、山东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
一支队、威海市公安局、威海市
海洋与渔业局、刘公岛管委、威

海港(集团)、威海港轮驳公司、
山东侨乡集团等16个单位参加
演习。

山东航海日系列活动在威启动
隔记 者 王 震 报道
隔通讯员 马桂山 江婷

本报7月11日讯 11日，是
我国第9个“航海日”，围绕今年
中国航海日“通江达海、兴海强
国”的活动主题，山东地区确立
了“平安海洋、富民兴鲁”活动主
题及系列活动，并在威海市启
动。

本次活动由威海市人民政
府与山东海事局联合主办，来自

地方政府、交通运输、渔业、公
安、军队等部门，以及山东部分
港航企业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了
活动。山东地区航海日系列活动
包括山东首届船员比武技能大
赛、客滚船“生生2”轮首航仪式、
表彰2012年度全国“安全诚信航
运公司”和山东“安全诚信航运
公司”、山东航海文化摄影展、海
上消防救生应急演习、航运公司
安全管理标准化推介、商(渔)船
避碰研讨等7个主题活动，以及

“平安海区、人人有责”万人签
名、市民航海文化体验、海事救
助船艇开放日等3个群众参与性
活动。其中山东首届船员比武技
能大赛已于6月在青岛举办。

山东沿海每天有1000多艘
次船舶、100万吨危险货物进出，
每天有10万人次旅客在海上出
行，每月有10万人次在海上跨境
往来，船舶艘次和货物吞吐量年
均增长都达到15%，今年上半年
沿海货物运输总量达4 . 3亿吨，

同比增长12 . 3%，其中危险货物
运 输 达 1 . 1 亿 吨 ，同 比 增 长
30 . 6%。

今年年初，山东海事局与近
300家涉海港航单位和企业，共
同启动了山东“平安海区”创建
工作，努力提升山东海上交通安
全基层基础水平，深入推进“海
上平安航线”、“平安船舶”、“平
安高效港口”、“平安引航”、“平
安水工”和“平安海上旅游”等品
牌建设。

被人殴打来报案
不料自投罗网

隔见习记者 孙丽娟 报 道
隔通 讯 员 邵 彬 于航修

本报7月11日讯 乳山一男子
周某被人殴打报警求助，没想到自
投罗网。警方处置案件时，发现周
某曾参与一起打架斗殴案，是警方
要寻找的嫌疑人。7月10日，乳山
商业街派出所民警将周某抓获。

10日下午，乳山市育黎镇的
周某报警称，当天他在乳山西环路
行走，迎面三个小伙上来就打他，
导致面部受伤，眼睛乌青。经治疗，
民警将其带至派出所，依法核查身
份。经比对，民警发现周某曾参与
寻衅滋事案，是该案件的嫌疑人。

原来，6月20日，周某同嫌疑
人张某在富山路市场因琐事无故
滋事，殴打一女青年。案发后，张某
被行拘，周某藏匿在外，警方四处
寻找，没想到他竟自投罗网。

山东2013海上联合搜救消防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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