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日 威 海

台台湾湾游游、、高高铁铁游游成成五五一一游游热热门门
预计五一期间各线路团费比平日涨两成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冯琳)

尽管距五一还有半个多月时
间，各旅行社早已开始推广五一
线路。台湾自由行政策催热台湾
游，除五一期间台湾游大热之
外，目前只能报上6月份及之后
的台湾游。而五一期间高铁游也
呈现出不逊于双飞游的趋势，成
为今年五一新亮点。

4月15日，赴台个人旅游业

务将在威海正式启动。由此，台
湾游再次被催热。文化路一家旅
行社的工作人员介绍，自前年年
底威海和台北实现直航后，台湾
游一直很火热。加上“台湾自由
行”政策一出，台湾游更加火爆。
五一要去台湾游目前恐怕已订
不上。早在3月中旬“台湾自由
行”政策发布，不少市民已下手
抢订五一期间台湾游。而在3月

底，五一台湾游已被预订满。就
职于海滨路一家旅行社的王女
士提醒市民，别说五一了，就算
六月份要去台湾游，现在也要抓
紧订，否则很难订上。

与去年五一相比，今年五一
的另一亮点则是“高铁游”。青岛
路一家旅行社的于女士介绍，往
年推出江南线路多是双飞或巴
士，今年五一期间，江南线路及

北京线路“双动”(往返乘坐高铁)
和这些线路“双飞”一样受欢迎。

尽管高铁游线路与相同线路
的“双飞”价格持平、甚至略高，但
仍吸粉不少，尤其是济南方向如曲
阜及泰安等线路。对此，业内人士
王女士分析，五一期间高铁游火爆
有多方面原因，首先，高铁游在威
海作为一种新事物，许多人想尝
试；二是高铁站距离市区比机场更

近，出行比较省事；三是省内线路
路途相对较短，乘坐高铁时间比飞
机长不了多少，飞机的快速省时在
这些线路体现不明显。

多家旅行社表示，受机票、酒
店等因素影响，五一期间各线路团
费或比平日涨二成。时间宽裕的亲
们不必非挤在五一出游，可以在四
月中旬或五月中旬错峰出游，省钱
又不会遇上爆满人流。

五一期间火车

卧铺票紧张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冯琳)

尽管距五一还有半个多月时
间，威海至北京、济南、汉口方向
火车票已非常紧俏，其中，威海至
北京及济南5月2日及3日火车卧
铺票已售罄。动车车票部分线路
五一期间部分日期尚未发售，所
以比起普通列车票源相对宽松。

从普通列车来看，威海至济南
方向，1日卧铺票及硬座票剩余不
多，2日及3日，卧铺票均已售罄，硬
座票紧张；威海至北京方向，5月1
日卧铺票剩余不多，硬座尚可，2日
及3日卧铺票均已售罄，硬座剩余
不算太多；威海至汉口方向，1日-3
日卧铺票非常紧张，硬座票尚可。

从动车来看，威海至济南方
向，1日G476票售罄，G458票剩余
无几，D6072剩余尚可，亲们可以
择机快抢。2日及3日，G45 8及
G476票源紧张，其他班次截至记
者发稿时尚未发售票，所以无从
得知；五一期间，至北京方向动车
1日及2日余票尚可，3日票售罄。

高区举办

妇女骨干培训班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陈乃
彰 通讯员 尹雪琪) 日前，高
区妇联举办了全区基层妇女干部
暨新农村新生活骨干培训班。

“今年是‘新农村新生活’培训
工作的收官之年，通过此次培训，
我们希望进一步提高新一届基层
妇女干部的基本素质和能力水平，
使妇女干部队伍发挥出半边天的
作用。”高区妇联主席田春说。

培训围绕“如何当好妇女干
部，做好妇女工作”，系统地讲述
了基层妇女干部应如何创新思
路，开创工作新局面。随后，威海
卫律师事务所主任姜华丽结合日
常生活中的实际案例，对民间借
贷、婚姻、继承等方面的法律知
识，以及妇女维权服务工作的难
点、热点进行了详细讲解。

本报4月12日讯 (记者 孙
丽娟 通讯员 刘玉霞 刘囡
囡 ) 违反国家规定，私设生猪
屠宰场，从事生猪屠宰销售等
非法经营活动。日前，荣成警方
破获五起非法经营生猪屠宰
案，抓获五名犯罪嫌疑人，取缔
五个生猪屠宰黑作坊，涉案金
额600余万元。

荣成市公安局在加大生猪
屠宰市场检查力度的同时，主
动挖掘案件线索，多渠道拓展
案源，严厉打击私屠滥宰等违
法犯罪行为。今年2月份，荣成
食药环侦大队获取线索，城西
街道办事处东岭后村存在私屠
滥宰生猪黑窝点。获得线索后，
民警开始秘密跟踪、蹲守摸排，
基本掌握了相关人员的情况和
活动规律、生猪来源及销售去
向等证据线索。

4月2日，抓捕时机成熟，荣
成市公安局30余名民警联合出
击，统一开展收网抓捕行动。凌
晨2时许，位于城西街道办东岭
后村的5个生猪屠宰黑作坊内
灯火通明，非法屠宰达到高峰。
此时，早已蹲守多时的民警见
时机成熟，进入窝点突击查处。

只见，黑作坊内的灶台、水
池、水泥台、铁架等简易设施污
秽不堪，地面污水横流，空气中
弥漫着血腥味和恶臭味，卫生
环境十分恶劣。为掩人耳目，该

窝点的位置极其隐蔽，屠宰时
间大多选在夜间，且出货量较
大。

当晚，民警将5个私屠乱宰
黑窝点全部捣毁，抓获违法犯
罪嫌疑人5名，没收生猪46头、
生猪制品2余吨以及屠宰工具
若干。

经查，自去年8月份以来，

犯罪嫌疑人阎某、宋某、董某、
刘某和朱某违反国家规定，私
设生猪屠宰场，从事生猪屠宰
销售等非法经营活动。截止目
前，五名犯罪嫌疑行人共违法
屠宰生猪5000余头，案值600余
万元。目前，五人均已被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严格

执行生猪定点屠宰、集中检疫
制度，不属于定点从事生猪屠
宰活动的，依法予以取缔，没收
生猪、生猪产品，屠宰工具和设
备以及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
额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
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
定罪处罚。

荣荣成成捣捣毁毁55个个屠屠宰宰黑黑作作坊坊
黑作坊位置隐蔽，多夜间屠宰，卫生环境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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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国税局强化

网络信息安全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冯琳
通讯员 肖华强) 日前，荣成

市国税局全面加强网络信息安全
建设，以确保税收计算机网络安
全运行。

为此，荣成国税局举办两期
税收网络安全知识培训班，印发

《税收网络安全手册》，确保全局
上下掌握基本网络操作技能，养
成良好信息安全习惯，并制定下
发《荣成市国税局网络安全管理
规定》，要求严禁将内网计算机
内、外网混接及擅自插拔网线、使
用无线设备；计算机故障由信息
技术人员进行专门维修；实行内
外网计算机物理隔离，坚决禁止
计算机在内外网之间切换使用。

本报4月12日讯 (记者 王
震 通讯员 张伟 ) 9日下
午，来威海探亲的外籍女子张
某接到一个上海市公安局的
电话，对方称张女友名下有一
辆车出了事故，产生了5万元
罚单，需要张女士汇款。就在
她打算去汇款时，被城里派出
所民警拦下，并将电话中的谎
言识破 ，挽 回 了 张 女士的 损
失。

4月9日17时许，环翠公安
分局城里派出所民警接到报
警，6 5 岁的社区居民王女士
称，其外孙女接到一个上海市
公安局的电话，对方要求汇款
5万元，王女士怀疑是诈骗电
话，要求民警前往查实。城里
派出所民警立即前往王女士住
所。

据王女士介绍，孙女张某
是挪威籍华人，学校放假回到

威海看望她。9日16时许，张某
接到一个自称是上海市公安局
的电话，对方说张某名下的一
辆汽车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
产生了5万元罚单，要求汇款，
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因为张
某的防范心理并不高，看到其
执意要到银行汇款，王女士才
报警求助。

民警并针对对方电话内
容中的疑点，为张某解惑，民

警按照张某提供的上海市公
安局的电话进行回拨，对方确
为上海市某公安局，但是并没
有给张某打过电话，同时接电
话的民警提醒张某这应该是
骗子用电话改号软件进行的
诈骗行为。经过民警的耐心工
作和家属劝说张某才明白这
是个 骗 局 ，表示不 会 再 去 汇
款，并对民警的帮助表示了感
谢。

一一听听出出事事急急忙忙汇汇款款 幸幸亏亏被被民民警警拦拦下下

本报4月12日讯 (记者 冯
琳 ) 10日，西霞口集团有限公
司与山东大学 (威海 )全面合
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西霞
口会展中心举行。当日上午，

“山东大学海洋学院 西霞口
科研与教学基地”揭牌。之后，
双方将在科研、教学等方面展
开广泛合作。山大(威海)方表
示目前已有“新西兰大鲍鱼”
等科研项目可与西霞口开展

合作。
名校牵手名企，双方将抢

抓“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
设和“中韩自贸区”建设的机
遇，互通有无，互借优势。山东
大学(威海)将为西霞口提供科
技优势及人才优势，西霞口集
团将为山东大学(威海)提供资
源优势及产业优势，构筑全方
位、宽领域及多层次的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从会上获悉，双

方接下来的工作为：搭建科研
合作平台，加强重点产业科技
合作，开展科技联合攻关，推
动科技成果转化；加强人才教
育培养合作，建设人才培训基
地，共建合作实习基地；此外，
双方还将互相提供决策咨询建
议，共建新农村农村发展研究
中心，推进社区建设发展。

会后，双方又开展了交流
座谈会，就具体合作事项展开

磋商。座谈会上，双方思想火
花碰撞萌生许多合作新领域。
西霞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及整个集团内楹联及书画等领
衔的文化氛围给山东大学(威
海)的校领导及专家们留下深
刻印象。山东大学(威海)海洋
学院、艺术系、大学生就业指
导中心等多位专家表示，今后
双方可在景观设计、晚会筹办
及就业实践等方面开展合作。

西西霞霞口口与与山山大大((威威海海))““牵牵手手””建建合合作作基基地地
目前，山大(威海)有意与西霞口合作“新西兰大鲍鱼”项目

▲民警突击查处屠宰生猪黑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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