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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版版《《预预防防诈诈骗骗告告知知书书》》今今启启用用
“警银联动”推出新措施，严格客户签字、银行存档制度

本报 4月 19日讯 (记者 孙
丽娟 ) 记者从 17日的“警银联
动”联席会议上获悉，近期电信
诈骗案件抬头，为此，市公安局
联合银行部门完善“警银联动
机制”，推出防诈骗新举措，自4
月 20 日起，威海各银行网点启
用新《预防电信诈骗告知书》，
并严格客户签字、建档存留制

度。
1 7 日，威海市公安局召开

“警银联动”联席会议。记者从
会上了解到，去年威海市共发
生 诈 骗 案 2 9 0 7 起 ，涉 案 金 额
2664万余元，被成功阻止87起，
避免直接经济损失700多万元。
但今年 1-2 月全市发生诈骗案
4 2 3 起，涉案金额 3 9 9 . 8 万元，

冒充国家公职人员诈骗案件较
多，案件有“抬头”趋势。

为此，威海市公安局联合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威 海 市 中 心 支
行、中国银监会威海监管分局，
进一步完善“警银联动”，除实
行包干制度，市公安局将倒查
和挂牌督办诈骗案，对诈骗案
发较多的银行网点，公安将调

派警力每日巡视。
同时，威海市公安局重新

制 定 了《 预 防 电 信 诈 骗 告 知
书》，对汇款人、汇款用途进行
更详细的提醒。增加了“客服办
理退款”、“提供无息贷款、小额
担保”、“假冒银行客服号码提
示密码器升级、提升个人信用
额度”等新型诈骗手段预警。确

保客户在《预防电信诈骗告知
书》上签字同时，有条件的银行
网点还要存根建档留存单笔汇
款业务，实现防诈骗告知工作
规范化。

自4月20日起，各银行网点
全面启用新《预防电信诈骗告
知书》，并在ATM 机区域张贴
告知书。

本周气温上来了

本报4月19日讯(记者 王震)
20日，威海各地仍将有大风，最

高气温沿海15℃左右，内陆17℃
左右。之后，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
回升，预计内陆和市区的最高气温
均在20℃以上。

20日，多云，北风沿海6到7级
减弱到5到6级，内陆5到6级减弱
到4到5级，温度沿海8℃到15℃，
内陆8℃到17℃，市区9℃到15℃。

21日，多云，北风转西南风沿
海5到6级，内陆4到5级，温度沿海
7℃到15℃，内陆5℃到20℃，市区
10℃到22℃

22日，晴间多云，南风短时北
风沿海5到6级，内陆4到5级，温度
沿海9℃到16℃，内陆9℃到21℃，
市区11℃到20℃。

23日到26日，仍以多云天气为
主，南北风交替出现，气温继续回
升，预计至周末时，沿海最高气温
也将超20℃。此外，预计周末将有
大风天气。

望望星星空空
19日，由威海市科技馆、

北京天文馆、山东大学威海天
文台联合举办的“我们的宇宙”
天文科普展览在威海市科技馆
一层椎体大厅举行。市民免费
欣赏球幕天象表演、日月星辰
运转的诸多奥秘。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小偷专盯事业单位

半月得手三次

本报4月19日讯(通讯员 焉
绍涛 孙建军) 日前，小偷刘某
被乳山警方抓获并因涉嫌盗窃罪
被刑事拘留。刘某以一些事业单
位办公室为目标盗窃财物，半月
作案三起。

3月10至24日，乳山市区连
续发生三起针对机关事业单位办
公室的盗窃案。民警经调阅监控
录像确认，案发时间均有一名男
子出现。经排查，该男子被锁定为
前科人员刘某。4月13日，刘某在
烟台落网。审讯中，刘某对3月10
日、24日窜至乳山三家机关单位
作案三起，盗窃现金、购物卡、有
价证券等价值10000余元财物的
事实供认不讳。

本报4月19日讯(记者 王
震 通讯员 王明军) 17日凌
晨，在北京至威海的K411次列
车上，一老汉割喉自杀，幸被旅
客发现。列车临时停靠天津西
站，老人被送往医院救治，脱离
生命危险。

4月17日凌晨，在北京开往

威海的K411次列车上，乘警突
然接旅客报警称，有人在卫生
间自杀，地面上有一片血迹。乘
警立即联系列车长李军景前
往，只见一老汉斜靠厕所内，手
里握着一把水果刀，颈部有明
显伤痕，鲜血直流，胸前衣服已
被血浸透。乘警立即夺下水果

刀，和李军景抬出老汉并采取
简易救护措施。列车工作人员
用广播寻找医生，两名热心医
生赶往事发车厢救援。

医生对受伤的老汉采取紧
急救护措施。此时，列车快要经
过天津西站，而天津西站不是
停靠站。李军景联系调度中心

请求在天津西站临时停车，并
联系救护车上站台等候。10分
钟后，列车临时停靠天津西站，
轻生老汉被转运上急救车，送
往医院抢救。

事后，民警据了解，老汉姓
张，今年68岁，并无子女。目前，
老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火火车车上上6688岁岁老老汉汉割割喉喉自自杀杀
幸被旅客发现，列车临停天津西站送医，已摆脱生命危险

两车路上较劲

一查司机都醉汉

本报4月19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辛浩琳) 16日晚，两

辆汽车在文登龙山路相互蹩车较
劲，车喇叭按个不停，巡逻民警拦
下两车，一查两司机全醉驾。4月
17日，这两个司机因涉嫌危险驾
驶罪被取保候审。

4月16日20时许，在文登龙
山路电业公司附近，特巡警大队
民警发现一辆黑色丰田轿车、一
辆白色本田轿车由南往北行驶
时，忽前忽后，追逐蹩车，车喇叭
响个不停。民警拦停两辆轿车。两
车司机下车后相互指责谩骂，情
绪都很激动，指责对方故意别车、
压车，两人脸色发红，情绪亢奋，
满口酒气，

特巡警立即联系交警，交警
对两名司机进行酒精检测，发现
两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均超过醉
酒驾驶80mg/100ml标准。4月17
日，两人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取
保候审。

本报4月19日讯(记者 王
震 通讯员 辛浩琳) 18日，
文登龙山派出所民警处置一起
警情，罗某开车时让5岁的女儿
坐副驾驶座，途中遇人横穿马
路，罗某急刹车，女儿头部撞上
前挡风玻璃。爱女受伤，罗某和
路人发生争执后动手打了对

方。
4月18日，文登居民罗某驾

车带着五岁的女儿上路行驶，
女儿坐在副驾驶座上，罗某也
没给孩子系安全带。驶至城郊
一段公路时，有人横穿马路，罗
某急刹车，导致女儿头撞上车
玻璃，罗某和路人发生争执并

动手打了对方。罗某带孩子前
往医院检查，孩子并无大碍。双
方报警，因孩子并无大碍，罗某
和路人在民警调解下握手言
和。

民警提示，机动车的副驾驶
安全带、安全气囊均按成人身材
设计，发生事故时，安全带会紧

紧勒住孩子的脖子，造成致命伤
害。如有激烈碰撞时，气囊打开
速度约为300公里/小时，冲击力
远远超过儿童的承受能力，可能
会造成儿童窒息甚至颈椎骨折。
因此，行车时应尽量让孩子坐驾
驶员后面，还需要有儿童专用座
椅等辅助设施。

一一个个急急刹刹车车，，孩孩子子撞撞破破头头
警方提醒，儿童不该坐副驾驶座上

食食品品摊摊贩贩及及食食品品展展销销会会有有了了““硬硬杠杠杠杠””
威海市出台两项食品安全管理新规定

本报4月19日讯(记者 冯
琳 ) 日前，《关于加强食品摊
贩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威
海市食品展销会食品安全管理
暂行规定》出台，以此规范食品
摊贩经营行为，加强食品展销
会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针对食品摊贩和食品展销
会的食品经营存在监管部门多
重性、责任主体的非专业性、经
营场所不固定性等多项特点，
威海市在山东省并未出台具体
的关于食品摊贩和食品展销会
的食品安全管理相关法规的情

况下，率先出台的这两个管理
新规，旨在解决监管难题，扫除
监管盲区，为探索食品摊贩和
食品展销会的食品安全长效监
管模式提供新经验，为指导和
加强基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提
供新方法，着力解决市民关注
的食品安全问题。

《关于加强食品摊贩监督
管理工作的意见》坚持监督管
理和扶持发展相结合、集中治
理和长效机制建设相结合的原
则，进一步明确了各级地方政
府和监管部门的职责和监管工

作任务，强调落实食品摊贩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指出为食品摊贩
提供经营场所的市场开办者和
管理者的管理责任。用经营有登
记、安全有承诺、卫生有保障、单
据有留存、制售有公示(五有)标
准规范食品摊贩的经营行为，确
保摊贩经营食品安全。

《食品展销会食品安全管
理暂行规定》强调展销会举办
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应履行
对入场食品经营者入场审查、
日常检查、主动报告等管理职
责，把控展销会入场经营的入

门关，承担管理责任；规范入场
食品经营者从主体资格、经营
活动的质量管理以及经营设施
的配备等方面的操作要求，对
其经营的食品安全有首负责任
食品监督管理部门将履行宣传
培训、监督检查、查处违法行为
等监管责任。威海市药监局相
关负责人高好女士介绍到，之
前威海食品展销会的食品安全
监管一直没有明确规定，该规
定的发布填补了监管上的空
白，提升了食品展销会监管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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