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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轻信信““顺顺路路车车””，，准准新新娘娘惨惨遭遭强强暴暴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拘，民警提醒广大女性提高安全意识

本报4月29日讯(通讯员
刘海涛 记者 孔雨童 ) 一
名23岁、即将走进婚姻殿堂的
女孩，却因下班路上轻信“好心
人”的“顺路捎带”，被骗上车后
遭到残忍强暴。目前，高新区公
安分局通过大量排查，终于将
逞凶男子抓获。

据了解，受害女孩姓战，今
年23岁。4月19日下午3点多，女
孩下班后经过高新区联东U谷

门口，这时，一辆灰色面包车停
了下来，车内男子向她问路。女
孩回答后，男子提出可以顺路
捎她回家。不疑有他，女孩就上
了车。在行驶至新添堡东西道
的土路上时，男子突然掏出一
把刀，胁迫女孩与他发生性关
系，期间对女孩百般虐待长达2

小时。事后，男子将女孩送至牟
平区中央公园附近后驾车离
开。

可怜的女孩很快报了案。
在详细了解情况后，高新区公
安分局专案小组兵分两路，展
开排查。通过大量深入细致的
排查工作，一辆车牌号为鲁F39
**3的灰色面包车进入了办案
民警的视野，通过被害人指认，
确定该车为案发时犯罪嫌疑人
杜某使用的交通工具。

4月22日11时许，办案民警
在牟平区工商大街与牟山路交

会处的一个门头房外，将准备
驾车离开的杜某抓获归案。

“受害女孩马上要结婚了，
这件事对她心理伤害非常大。”
高新区分局公安民警提醒广大
女性，千万不要轻易上陌生人
的车或者跟陌生人走，提高安
全意识。目前，犯罪嫌疑人杜某
因涉嫌强奸已被公安机关依法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

开发区
发布中考政策

本报4月29日讯 (记者 李楠
楠 ) 29日，记者从开发区教体局
获悉，今年开发区中考政策已发
布，省外户口进城务工就业人员子
女及外商子女，在开发区完成义务
教育后，可在开发区报名参加学业
水平考试，升入开发区高中学习。
有开发区户籍、无烟台市学籍需回
开发区参加升学考试的学生，须提
供有效户籍及学籍证明材料，学生
名单及相关证明材料5月14日前报
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有开发区户
籍和烟台市其他县市区学籍的学
生，原则上在学籍所在县市区报
考。不符合上述条件的省外户口学
生，如在开发区参加学业考试，只
能录取到开发区职业中专，不能录
取到普通高中。

快递牵手银行
共推支付APP

本报4月29日讯 (记者 李静
通讯员 高明华) 在物流行业

激烈的竞争洪流中，物流公司只
有依靠不断优化才能存活下来。28

日，中信银行与顺丰合作推出共
有品牌“中信顺手付”支付账户、
APP和中信顺丰联名卡等多项创
新服务，通过移动客户端整合线
上线下资源，共同构建O2O生态
圈，实现平台、商户、渠道整合。

据介绍，“中信顺手付”是国内
首个由银行业与物流业共同开发
的移动支付APP，将为用户提供转
账收款、快递、网购、理财、信用卡
等众多便利功能，同时推出“一分
钱寄件”、运费返现5%等重磅优惠。

顺丰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
跨界合作，可以视为两家企业对
于“互联网+”这个课题共同求解
的尝试。

亭口大樱桃登上
“融e购”电商平台

本报4月29日讯 (记者 钟建
军 通讯员 蒋言芳 张春明)
29日上午，“亭口大樱桃工商银行‘融e

购’首发授权仪式”在栖霞市亭口镇
人民政府4楼会议室举行。今后，市民
从工商银行“融e购”电商平台上，就
能购买到正宗的亭口大樱桃了。

大樱桃要在网上卖了，亭口镇
党委书记房学智认为，开展农产品
网上销售，能有效减少流通环节，
降低成本，促进产销对接，是发展
现代农产品流通方式的有效途径。
与工商银行“融e购”成功举行“亭
口大樱桃”首发授权仪式，将开创
亭口大樱桃走上市场的新渠道，增
强亭口大樱桃的市场竞争力，促进
农民增收。

模模拟拟演演练练
为切实做好重特大地震灾害

应急救援准备工作，29日，烟台市
公安消防支队于蓬莱开展了地震
救援模拟实战演练。此次演练假设
烟台突发7级以上地震，消防部队
根据设定情况开展救援。救援人员
不知道活体目标的掩埋地点，必须
在规定时间内成功救出所有活体
目标才算成功完成任务。

曾参加汶川地震救援工作的
烟台市公安消防支队副参谋长徐
明珠说：“本次演练是结合汶川地
震灾后情况的一次模拟演练，通
过演习提高部队救援技能。”图为
参加演练的战士对建筑物二楼楼
体实施垂直破拆。 通讯员 余
运动 于晓东 本报记者 吕奇

摄影报道

从年初至今，楼市利好政
策一拨接着一拨，但是不少购
房者仍在观望。为了给广大读
者购房置业提供更多选择，同
时也给众多品牌房企提供一个
展示产品的平台，由齐鲁晚报

《今日烟台》主办的“2015齐鲁
晚报烟台楼市购房节”第一季
今天正式拉开帷幕，线下团购
会活动将于5月16日举行。作为

此次活动的“重头戏”———“你
买房，齐鲁晚报帮你出首付”大
型公益活动也同步启动。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造成
购房者观望的因素主要有两
个，一是楼盘品质，二是房子价
格。为了给购房者提供更准确、
更全面的楼盘信息和更丰富、
更多样的楼盘选择，5月16日，

“2015齐鲁晚报烟台楼市购房
节”将与万科御龙山、中铁逸
都、宝龙、天马中心广场、五彩
都会、中建悦海和园、兴盛铭仕
城等10余个品牌楼盘联动，拿
出最优惠的价格政策，为港城
市民呈现购房盛宴。

此次活动参与楼盘都是从
购房者呼声最高的楼盘中筛选
出来的，购房节第一季活动时
间为4月27日-5月16日。作为活

动的“重头戏”，“你买房，齐鲁
晚报帮你出首付”公益活动可
谓备受关注。即日起，市民可通
过本报开通的电话、短信、微信
等方式报名，获得抽奖资格，在
5月16日团购会现场参与抽奖。
本次活动，齐鲁晚报将拿出5万
元首付资助金回馈读者，5位获
奖者将每人获得1万元首付补
贴。同时，未中奖者也将获得
1000元首付资助金。本次购房
节分三季举行，此次4月27日-5

月16日的活动为第一季，三季
结束后所有购房成交者可共同
参与，抽取汽车大奖。

在奖项领取方面，所有购
房者需在5月16日-6月17日之
间成交，并持购房合同到齐鲁
晚报《今日烟台》处领取。

只要你有购房计划，都可

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说不定
获得首付大奖的幸运儿就是
你！除了首批参与楼盘之外，如
果您有更中意的其他楼盘，也
可致电我们。同时也欢迎开发
商自荐，要求楼盘五证齐全，房
源优质。

“2015齐鲁晚报烟台楼市
购房节”第一季报名方式：

1 .电话报名：拨打报名电
话18660095707，留下姓名、联
系方式、意向楼盘等信息。

2 .短信报名：编辑短信“付
首付+姓名+手机号+意向楼
盘”发送到18660095707，收到
回复即为报名成功。

3 .扫描二维码并添加“齐
鲁晚报今日烟台”微信公众号，
发送“付首付+姓名+手机号+

意向楼盘”报名。

您您买买房房，，齐齐鲁鲁晚晚报报帮帮您您出出首首付付
“2015齐鲁晚报烟台楼市购房节”第一季全面启动

今日烟台官方微信

王倩顺利手术
但多器官衰竭

本报4月29日讯 (记者 孔雨
童 实习生 张宁 通讯员 栾
秀玲) 自26日以来，产妇王倩因子
宫破裂引发大出血，其病情也深深
牵动众多市民的心，很多市民看到
朋友圈里的“求血”信息后及时前
往献血(详见本报4月28日C07版《产
妇大出血，63位市民“热血相助”》)。
29日，烟台山医院对王倩病情进行
通报，经过几十个小时的不懈抢
救，产妇状态比之前平稳，失血也
得到缓解，但大量的失血导致多器
官衰竭，病情并不乐观，还处于病
危阶段，目前仍在重症监护室进行
观察。医院方面表示，会继续尽最
大努力进行救治。

对于王倩的抢救，医务科科长
周广利说，王倩已顺利完成手术，
有效止血。但她多器官功能衰竭，
尤其是造血器官功能衰竭，目前仍
处于病危阶段。

“产妇大出血”追踪

烟烟台台1122人人获获评评全全国国劳劳模模
其中一线职工6人，农民2人，还有4名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本报4月29日讯(记者 柳
斌 实习生 张茜) 28日，全
国劳动模范和全国先进工作者
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
行，烟台12名被评为全国劳模
的代表赴京领奖。

12名代表中，有把母爱都
献给孩子、不是亲生却胜似亲
生的烟台SOS儿童村的妈妈；
有带领全村人把落后村建成

“全国绿色小康村”“全国生态
文明村”的基层党支部书记；
有30年装卸百万吨、折算2千万
袋货物的装卸工；还有敢于改
革创新、在行业中追求极致的
企业带头人等等。记者了解
到，这12人中有4名是机关事业
单位人员，6名企业职工，2名农
民。

29日下午，欢迎全国劳动模

范和先进工作者座谈会在东山
宾馆举行，市委副书记张永霞，
市委常委、副市长王中，市人大
副主任、总工会主席王建国出席
座谈会。张永霞代表市委、市政
府对载誉归来的全国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表示热烈祝贺。她
指出，要大力宣传劳动模范和先
进工作者的先进事迹和高贵品
质，更多地关心、爱护先进模范
人物，让劳模精神影响和带动全
社会，充分激发广大职工拼搏进
取的劳动热情。

记者了解到，全国劳动模
范每5年评选一次，在今年的评
选中，山东共有 1 4 8人获得表
彰，其中烟台12人，位列全省第
三。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至
今，烟台已有134人获得全国劳
动模范称号。

唐 波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常建富 栖霞市桃村镇国路夼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
任
李红新 国网烟台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班长
王晓楠(女) 蓬莱市蓬莱阁风景区管理处副主任
车 轼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黄留业 烟台毓璜顶医院副院长、消化内科主任
刘学庆 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郑忠燕(女) 中国烟台SOS儿童村志愿者
蔡 峰 烟台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海阳建造基
地生产管理部经理
刘建春(女)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公司烟台分公司电商与
物流业务中心营销经理
周建军 烟台港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港埠分公司装卸二大
队副队长
孙志辉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制造事业部电焊班班长

/ 全国劳模名单(烟台) /


	J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