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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城事

““眼眼镜镜男男””混混迹迹大大学学食食堂堂伸伸贼贼手手
男子戴黑色镜框、背双肩包伪装成学生，已在高校作案多起

本报11月4日讯(记者 吕修
全) 戴着黑色眼镜框，背着双肩
包，胳膊下还夹着一本《剑桥英
语》，走在大学校园里，他看起来
就像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但在
4日早，该男子在山东大学(威海)
第五食堂行窃后，被专项办民警
抓获。据悉，该男子已在该校混迹
多时，作案数起。

近期，山东大学(威海)及哈
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园内发生

多起失窃案，受害人多为女学生，
在食堂用餐或在超市购物时，兜
内的钱包、手机被人偷走。

威海市公安局专项办民警接
警后，通过查看案发现场及校园
内的监控录像，很快锁定犯罪嫌
疑人。

据悉，该男子租住在山东大
学(威海)附近，整日身背双肩包、
戴着黑色眼镜框，混迹于校园中，
瞅准机会实施盗窃。

4日早7点30分许，办案民警
发现该男子出现在山东大学(威
海)第五食堂。

其先是坐在一名正在吃早饭
的女生旁边，该名女生比较警觉，
整理了下自己的书包。犯罪嫌疑
人可能是感觉没有机会，很快起
身又坐到另一边餐椅上，随后盯
上了其背靠背的一名身着宽松衣
服的女生，观察片刻后，数次欲下
手偷窃女生右边口袋内手机，均

因有学生经过而中止。见该名女
生后对面坐着另一位女生，趁此
机会，男子迅速偷走女生的手机，
随即起身离开。

“就是他！”民警尾随男子走
出食堂，后者快步出校园。在海悦
建国饭店门前，办案民警将该男
子抓获，缴获其偷窃手机一部及
盗窃用长镊子一把。

经查，该男子今年27岁，学
历不详，目前无业。其随身携带的

镊子长达25厘米，尖端内侧粘有
双面胶。

目前，该男子已被警方刑事
拘留，此案尚在审理中。

办案民警由此案提醒高校安
保人员提高警惕，严防行为鬼祟
者进入校园；大学生们在食堂用
餐、超市购物时也要提高防范意
识，不要以为在校园内安全就随
意放置财物，给犯罪分子留下作
案机会。

西西霞霞口口动动物物园园再再诞诞黑黑白白疣疣猴猴
本报 11月4日讯(记者 王

帅 通讯员 丛文考) 日前，
西霞口神雕山野生动物自然保
护区的一黑白疣猴诞下一只幼
崽。与身披黑白“大衣”的父母
不同，刚出生的小疣猴通体雪
白，身上的绒毛卷曲，像个“混
血儿”。

虽然2011年有过一次生产
经历，但黑白疣猴丹丹算不上
真正意义上的妈妈，它第一胎
幼崽出生八个月后夭折了。与
人类不同，不少动物一旦发现
自己的孩子身体有异样，就会
弃崽，这种情况下，保护区的育
幼室便来抚养这些被遗弃的动
物。丹丹的首胎从出生后一直
由它自己抚养，八个月后，幼崽
因伤口感染化脓被丹丹遗弃。
小幼崽离开后，丹丹伤心过度，

连着好几天没有吃饭。
经过近半年的孕期，10月

24日晚，丹丹产下了第二胎孩
子。刚出生的小黑白疣猴只有
手掌那么大，约重500克，它总
是缩在母亲怀里，所以游客就
只能看到它露在外面的白色小
脑袋，偶尔等到小疣猴调整姿
势，才可以清楚看到雪白的身
体，黑漆漆的大眼睛和晃荡在
半空的白尾巴。

目前，幼崽的手掌和耳朵
已经开始慢慢变黑，大约3个月
后体色就与父母的一样。待长
到六七个月时，幼崽便能离开
母亲怀抱，自由活动。

为保证小黑白疣猴的顺利
成长，保护区可能会考虑在它
自由活动后，将它转由人工饲
养。

首座220千伏电压

等级风场并网

本报11月4日讯(记者 许君
丽 通讯员 蔡海沧) 10月31
日，威海地区首座220千伏电压
等级风电场——— 乳山华电风场正
式并网，成为威海电网第13座并
网的风电场。据介绍，乳山华电风
场装机容量为24×2MW，预计年
发电量为8200万千瓦时，可节约
标煤4 . 9万吨。

乳山华电风场并网后，威海
地 区 风 电 并 网 容 量 将 达 到
722 . 8MW，约占威海地区最高电
网总负荷的44%。数据统计显示，
威海地区的风电年发电总量约为
12亿千瓦时，相当火电燃烧标煤
72万吨的发电量。

风电属于清洁能源，有助于
保护环境。由于风电机组出力不
稳定，具有时间性、季节性起伏较
大的特点，威海供电公司建立风
电管理长效机制，开展“防止风电
机组大面积脱网”专项核查，开展
以涉网保护配置、35kV小电流接
地系统消弧消谐装置性能为重点
的核查活动，制定整改计划并监
督整改措施实施，确保电网安全
稳定运行。

乳山水资源办公室

创新执法

本报11月4日讯(记者 李孟
霏 通讯员 赵宁 刘伟伟)
10月下旬以来，乳山市水资源办
公室，通过提高执法水平、规范征
管行为、优化服务质量等措施，保
证水资源费及时足额征缴。

为进一步创新思路，该办公
室着力提高水资源管理执法水
平，通过组织集中培训、定期学习
等形式，提升执法人员的业务水
平。调强配足执法队伍，增配了执
法专用车辆、摄像机等执法装备。

2013年以来，征管人员主动
深入各取水企业，了解企业经营
情况，耐心宣传水法律法规。并同
企业经营者一起分析用水情况，
制定缴费计划，帮解实际难题，有
效促进了用水户水费征收。

市市区区一一高高楼楼装装修修时时突突发发火火灾灾
装修工随意丢弃烟头引燃易燃物或成主因

本报11月4日讯(记者 吕
修全 通讯员 林洁) 4日中
午，市区一高层楼宇突发火灾，
大量黑烟自该楼顶楼窗户内冒
出。环翠消防大队北山路中队
接警后迅速赶到，和该楼安保
人员一起扑灭起火。据悉，火灾
或因有装修工人随意丢弃烟头
引燃保温材料等易燃物。

4日中午11点许，市区一高
层建筑顶端突然冒出大量黑烟
来。环翠消防大队北山路中队
消防官兵迅速出动，云梯车等

消防车辆也出动赶赴现场。到
场后，消防官兵发现起火冒烟
的高层楼系已建成楼，该楼正
在进行内外部装修。

因冒烟楼层较高，水罐车
喷出的水柱并不能达到。消防
官兵便人人背负水带，快速跑
进起火高楼。到达起火楼层时，
火灾已被该楼安保人员使用干
粉灭火器扑灭，消防官兵排除
火患后，收队离开。据了解，火
灾或因有装修工人随意丢弃烟
头引燃保温材料等易燃物。

据环翠消防人员介绍，从
引发火灾的隐患看，高层建筑
的结构特殊、功能复杂、致灾因
素较多，一旦发生火灾，受高空
气压和风速影响，极易造成火
势蔓延；楼梯井、电梯井等竖直
通道产生的“烟囱效应”，极易
形成立体火灾；装修装饰用的
易燃、可燃材料，也增加了引发
火灾的风险。

从发生火灾时的施救情况
看，高层建筑扑救难度大；灭火
用水量大，供水困难；人员逃生

所需时间长，加上人员密集，极
易造成惨重的人员伤亡。

目前，高层建筑火灾救援
主要靠自救，因此高层建筑内
部消防设施要健全；要加强监
督检查，做好消防设施保养、维
护工作，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
效、疏散通道顺畅；广泛宣传普
及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常识，组
织群众性灭火和疏散逃生演
练，提高自防自救能力；降低高
楼密度，严格限制易燃、可燃材
料的使用。

四处海水浴场

可放心冬泳

本报11月4日讯(见习记者
桑志朋) 记者从威海市海洋环
境监测中心了解到，威海国际海
水浴场、半月湾、葡萄滩和金海滩
浴场监测结果显示，4处浴场水
质状况优良，均适宜市民冬泳。

根据海水浴场评价标准，此
次监测主要内容包括浴场及其周
边海域的溶解氧、石油类物质、悬
浮物和粪大肠菌群等指标。影响
海水浴场水质的重要因素之一是
粪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需要小
于等于2000个/L方符合海水浴
场标准。该4处海水浴场粪大肠
菌数量较7月至9月份相对较低，
pH值、粪大肠菌等指标均满足第
二类海水水质标准，海水水质优
良，均适宜市民冬泳。

离离婚婚款款拖拖欠欠1100个个月月““老老赖赖””被被法法院院强强制制执执行行

本报11月4日讯(记者 李
孟霏 通讯员 董合成 雷
鸣) 周某与妻子离婚后，迟迟
不支付2 . 5万元离婚款，并以各
种理由推脱。近日，威海高区法
院将上了“黑名单”的周某采取
强制执行的措施，迫于压力，周
某最终将钱交到了妻子的手
中。

市民周某经营一间物流公
司，因和妻子感情不和，2013年
年初起诉至高区法院要求离
婚，法院最终判决二人离婚并
且分割共同存款5万元。

按照判决，周某本应在今
年1月10日前将2 . 5万元存款归
还给前妻，但周某一直以各种
理由推脱不给，其前妻无奈下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执行
局法官初次拨通周某电话时，
周某态度尚算平和，只说最近
忙抽不出时间去法院“交钱”，
待法官再次致电催促周某时，
周某不仅拒绝还款，还对法官
恶言相向：“你是法官？我还是
法官呢！”

面对百般无赖的周某，高

区法院直接将其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的“黑名单”。10月25日，高
区法院法官来到周某家中，对
其反复劝说，并告诉其如果拒
不执行判决将受到的限制和惩
戒。

迫于压力，周某于11月3日
将所欠的2 . 5万元离婚款交到
前妻的手中。

同同事事被被欺欺拔拔刀刀相相助助 却却因因伤伤人人被被刑刑拘拘

本报11月4日讯(记者 孙
丽娟 通讯员 林大川) 11
月3日晚，高区某饭店上演了一
幕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画面。见
同事张某无端被三名食客殴
打，气愤的厨师任某二话没说，
抄起两把菜刀砍伤其中两名食
客的头部和腹部。

3日晚10点，王家哥哥、弟

弟和妹夫三人在高区某饭店吃
饭。酒后，三人因琐事争执起来
欲动手，被店内服务员劝离。三
人相互撕扯着，从店内走到了
门口，恰巧饭店的厨师张某从
外面赶来，在门口遇到了正在
厮打的三人。张师傅不明原因，
在门口“观战”了几分钟，把王
家三人惹火，其中一男子谩骂

张厨师并上前对其进行殴打。
门外的厮打惊扰了饭店内

的同事。厨师任某闻声从店内
出来，看见自己的同事被人揍，
很是生气，转身去厨房拿了两
把菜刀，二话没说就朝王家三
兄弟砍去。其中，王家弟弟腹部
被砍伤，王家哥哥头部被砍数
刀，有4处明显的长伤口，妹夫

则趁乱逃走。
高区公安分局涝台边防派

出所民警赶到后，将任某抓获。
据了解，任某与闹事三人互不
不认识，也无冤无仇，只因看见
同事无端被打，一时生气就挥
刀砍人。

4日，因涉嫌故意伤害罪，
任某被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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