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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车主主忘忘拔拔钥钥匙匙 小小偷偷顺顺手手““牵牵””车车
所幸GPS定位，民警追回了电动车还抓了小偷

本报10月20日讯(记者 孙
丽娟 通讯员 宋麟 宋涛)

荣成市民刘先生忘记拔出电动
车钥匙，崭新的电动车被盗。报
警后，通过电动车的GPS定位系
统，民警找回了被盗车辆并抓
获了盗贼。

17日23时许，荣成市民刘
先生报警称，停放在荣成某网
吧门口的黄色电动车被盗。民
警了解得知，刘先生的电动车
安装了电动车GPS定位装置。通

过电动车GPS定位系统的轨迹
回放，民警查找到了被盗车辆
的行驶轨迹。17日19时许，在荣
成市区某小区某号楼附近，该
电动车的定位信号消失不见。

确定被盗车辆的停放位置
后，民警获取了被盗车辆行驶
轨迹的视频监控、现场地图和
车辆特征等信息，通过查看车
辆行驶路段视频监控和走访居
民，最终确定该被盗车辆停放
在某小区的一车库内。

民警分组轮流在某小区周边
进行布控，经过两天一夜的轮班
蹲守，19日16时许，民警发现一辆
黑色轿车驶入该小区，当驾驶员
打开车库后，民警上前查看，发现
车库内停放有一辆与被盗车特征
相似的黄色电动车。

通过查看该电动车的编
码，民警发现该车正是被盗车
辆，之后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控
制，移交给刑侦大队。

经查，17日晚，犯罪嫌疑人王

某到市区某银行查询银行卡内余
额。途径某网吧门口时，王某发现
两名青年将一辆电动车停放后，
急匆匆地奔向了网吧，车灯未关。
王某走近查看，发现电动车的车
钥匙遗忘在了车上，看着崭新的
电动车，王某产生了将车辆据为
己有的念头。趁着四周无人，王某
将电动车骑走。

因涉嫌盗窃罪，王某已被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
理中。

省剪纸研究会

在威设4办事处

本报10月20日讯(记者 刘
洁) 近日，山东省剪纸艺术研究
会威海市、环翠区、高区、经区4
个办事处挂牌成立，山东省剪纸
艺术研究会筹划在全省80多个
办事处，其中威海8个，目前，正
在筹备挂牌成立荣成、文登、乳
山、临港区4办事处。

据山东省剪纸艺术研究会会
长刘玉麟介绍，省剪纸艺术研究
会自今年召开成立大会以来，创
刊了山东剪纸报，现在筹划在全
省17地市挂牌成立80多个办事
处，截至目前，滨州、济宁、菏泽、
日照、威海五地市已有办事处挂
牌。“威海荣成1985年就被国务
院命名为剪纸之乡，剪纸艺术在
威海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刘玉
麟说，剪纸爱好者需要有一个剪
纸组织，为他们搭建一个高水平
的大平台。

每个办事处的任务是组织
会员开展剪纸文化活动，从学
校、农村、企业等各个地方培养
剪纸爱好者，给予优秀的剪纸
作品、成绩突出的剪纸爱好者
奖励和表彰。

吸吸毒毒““解解乏乏””俩俩瘾瘾君君子子被被查查

太阳能内胆漏水

消协维权换新品

本报10月20日讯(记者 李
孟霏 通讯员 王晓艳 ) 荣成
李先生用了五年的太阳能漏水，
由于当初规定的三包有效期是七
年，李先生便找到商家，却被商家
以停产为由拒绝更换。经消协调
解，商家最终为其更换了一个新
内胆。

2009年，李先生在荣成某经
销店购买了一台太阳能，使用后
一直没出现问题。今年9月份，他
往太阳能打水后发现阳台地面上
流了一地水，经查看，原来是太阳
能内胆漏水。由于太阳能已使用
超过五年，李先生以为超过了三
包期限，可是找出购买时的保修
卡，发现三包期限为七年。

随后，商家派人查看后表示
确实是太阳能内胆漏水，但按照
规定该太阳能的三包期限为五
年，且该型号已经不生产，消费者
保修卡上标注的三包期限可能是
安装人员笔误造成，与商家没有
关系，因此拒绝履行三包责任。

无奈之下，李先生投诉至荣
成消协虎山分会，请求帮助。工作
人员调查后认为，李先生购买的
太阳能虽已使用了 5年多的时
间，但是，根据其提供的保修凭证
显示三包期限为7年。因此，商家
应当履行其三包责任。经调解，商
家答应为消费者免费更换新内
胆。

本报10月20日讯(记者 孙
丽娟 通讯员 张杰 ) 17日
晚，初村边防派出所民警在路面
例行检查，在一辆出城方向的轿
车上，查获两名“瘾君子”。两名

“瘾君子”分别被行政拘留 2 0
日、罚款4000元和行政拘留15
日、罚款2000元。

17日晚，在初村边防派出
所辖区内，执勤民警对过往车辆
进行例行检查。20时许，一辆河

南牌照的黑色轿车准备出城，民
警示意驾驶员停车接受检查。在
要求驾驶员出示驾驶证和行驶
证时，驾驶员娄某和乘客孙某的
表情显露慌张，言语表达不清，
这引起民警的注意。

民警检查车辆后，在副驾驶
的操控台下找到了一个冰壶，两
人辩称并不知情，坚称自己没有
吸食过冰毒。随后，民警将两人
控制并对其进行了检测，两人的

尿液样本均呈现阳性，确为吸
毒。

经查，驾驶员娄某是河南
人，驾车载着朋友孙某从河南来
威海。16日凌晨，娄某驾车到了
威海境内，由于连续驾车导致精
神困乏，娄某拿出提前准备好的
冰毒，将车停放在海边，两人在
车内共同吸食冰毒以“解乏”，事
后将“溜冰”工具放置在了车内。
17日晚，娄某驾车载着孙某准

备出城返回河南时，被执勤民警
查获。娄某交代，冰毒制品是他
在河南的一娱乐场所购买。

18日，因吸食毒品，娄某被
行政拘留15日、罚款2000元，因
向他人提供毒品，娄某被行政拘
留15日、罚款2000元，两项处罚
合并执行，娄某被处以行政拘留
20日、罚款4000元的罚款。因吸
食毒品，孙某被处以行政拘留
15日、罚款2000元的处罚。

赌赌气气不不认认老老公公 室室友友报报警警捉捉贼贼
本报10月20日讯(记者 孙

丽娟 通讯员 宫明 于炳权)

来到妻子单位宿舍找妻子，
妻子因为赌气声称不认识他；
信以为真的室友误以为该男子
是小偷而报了警，结果闹出了
一场大误会。

19日晚9点左右，乳山市金

岭派出所接到一工厂职工的报
警，称宿舍里来了一名可疑男
子，怀疑是小偷。民警赶到时，
宿舍门口已围聚了许多人。报
警者告诉民警，“小偷”已被堵
在屋内。民警开了门，只见一男
子低着头坐在床边。看到民警，
他起身解释，他并非小偷，来宿

舍是为了找妻子吕某，现在妻
子就站在门口。

民警询问得知，原来引起
误会的是吕某的一句气话。几
天前，吕某和丈夫蔡某发生了
争执。吕某一气之下住进了单
位宿舍。19日晚，蔡某来到妻子
的宿舍找妻子，见屋里没人，蔡

某便坐在宿舍里等候。吕某的
室友下夜班回来发现屋里有一
男子，还以为是小偷。见被人误
会，蔡某解释自己是吕某的丈
夫，而令蔡某没想到的是，闻讯
赶来的妻子因为对吵架一事耿
耿于怀，竟称不认识他，才引发
了这场闹剧。

假假冒冒““采采购购员员””骗骗取取卖卖菜菜人人226600元元
本报10月20日讯 (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马蕊 ) 李
先生在集市卖菜，遭一名自称
是“采购员”的中年男子行骗，
男子称是某单位要订购李先生
的蔬菜。“采购员”借走260元
钱，称将借款和购买蔬菜的钱
一并结清。当李先生将菜送往
指定单位后，却被告知无订购
一事。

李先生是烟台牟平人，平
日会到威海集市上卖菜。15日
1 0时许，在高区槐云集市上，

一名年龄约 5 0岁男子来到李
先生摊位前，自称是威海某单
位采购人员。“采购员”称，该
单位来了贵客，摆了 4 0多桌，
需要订购大量蔬菜，他决定将
李先生的蔬菜全部“打包”。李
先生没有怀疑，轻信了“采购
员”的身份。

“采购员”不断催着李先生
送菜，并称他在集市南门口等
候。李先生收拾好摊位，当开着
三轮车走到集市东边红绿灯
时，被“采购员”拦了下来。“采

购员”开了一张单据，上面写着
每种蔬菜的价格，并签下了一
个名字。刚签完名字后，“采购
员”接到一个电话，自言自语说

“还得40元钱吗？”之后，“采购
员”向李先生借了40元钱，接着
又 自 言 自 语“ 还 得 2 6 0 元 钱
吗？”挂断电话后，“采购员”又
向李先生借了220元钱，并在单
据背面写了欠条，承诺到时候
把借款和购买蔬菜的钱一并结
清。

借完钱，“采购员”让李先

生往东走，到指定单位送菜。走
了一段路，李先生觉得不对劲，
转过头回来找到了“采购员”，
让其带领自己前往目的地。“采
购员”一个劲催促李先生快点
去送菜，他随后就到单位结账。
说完，李先生继续往东走，边走
边感觉不对劲，再一回头发现

“采购员”已经不见了踪影。李
先生驾驶三轮车赶到某单位，
询问门卫是否订购了蔬菜，遭
对方否定，这时才意识到上当
受骗。

20日，威海军分区71251部
队的30多名官兵帮助昌鸿小区
二期取暖管道施工。因天气逐
渐变冷，暖气管道11月份将通
水试压。由于毕家疃社区回迁
房8栋楼400余户居民还未通上
暖气，71251部队官兵得知情况
后，主动来到小区帮忙。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军军民民
一一家家亲亲

为给纳税人提供清晰详细的
办税指南、给税务干部开展纳税
服务工作提供操作标准和衡量标
尺，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

《全国县级税务机关纳税服务规
范》(以下简称《规范》)，并从今年
10月1日起，在全国税务系统全面
试行。

为确保《规范》的顺利运行，
高区国税局迅速响应，积极部署，
一方面加强干部职工思想动员，
组织专题学习活动，确保每名干
部职工知晓《规范》意义。另一方
面，及时制定试行方案，将工作思
路、目标、方法、步骤等作出具体
规定，明确时间表、任务书和责任
人，扩大知晓面，提高影响力。

通讯员 谭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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