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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酒后后““打打抱抱不不平平””，，持持刀刀伤伤人人致致死死
男子在距案发现场约300米处路边报警自首

本报8月3日讯(记者 孙丽
娟 通讯员 刘金光 ) 8月 3
日，犯罪嫌疑人吕某因涉嫌故
意伤害罪被批准逮捕。日前，吕
某见他人与一残疾人发生口
角，醉酒的他忿忿不平，持刀

“打抱不平”，结果将其中一名
醉汉捅伤致死。

7月 15日 23时许，在环翠
区嵩山街道牛角沟村一超市门
口，几名醉汉相互殴打，其中
一人被捅伤。嵩山路派出所民
警赶到后，发现一男子倒地，
身边涌出大量鲜血。后经急救

医务人员确认，该男子死亡。
就在民警展开调查时，一男子
主动报警自首。在距离案发现
场约 300 米处路边，民警将犯
罪嫌疑人吕某抓获，并当场缴
获作案用的刀具—约半米长的
仿军刺。

经查证，死者为李某，2 6
岁，系外来务工人员。吕某，38
岁，系外来务工人员。

在牛角沟村，租住了大量
外来务工人员。7月15日夜间，
王某、李某、曹某、岳某等六人
聚集在超市门口喝酒，此时台

阶上还有其他几个喝酒的外来
务工人员，其中包括吕某。

约23时许，有点腿瘸的杜
某来到超市买东西，与王某等
人不期而遇。因之前有点矛盾，
王某瞪了杜某一眼，就为这一
眼，双方吵了起来，险些动手，
王某被李某等人摁住，杜某也
被岳某送回了家。这一纠纷引
来吕某的忿忿不平，虽然“没交
往，只知道他姓杜”，但吕某对
王某“欺负瘸子”的行为非常生
气。

吕某返回家中，拿了把约

半米长的仿军刺砍刀又回到超
市门口，二话不说，抬脚就把王
某踹翻在地。见吕某还手持长
刀，李某等人纷纷站起身来，操
起酒瓶砸向吕某。混乱中，吕某
持砍刀连砍带捅几下，撒腿就
跑，却听到身后有人喊“快上医
院”。吕某意识到惹了祸，一路
跑出去数百米后，自己打电话
报了警。

后经法医鉴定，李某身上
多处刀口，死因是胸部被刀捅
伤，致肺破裂、降主动脉破裂而
死。

文登8所学校

改造塑胶跑道

本报8月3日讯(记者 刘洁
通讯员 刘海波) 为全面改善学
生的运动环境，进一步提升中小学
办学档次，今年文登计划投资4800
万元，对8所中小学学校实施塑胶
操场改造。

今年列入改造计划的8所学校
分别为界石中学、宋村中学、天福
山中学、侯家中学、米山中学、侯家
小学、宋村小学和泽库小学，改造
总面积达12万平方米。目前，文登
区财政局工作人员正抓紧时间根
据教育部门提供的设计图纸，现场
进行数据测量，计算招标控制价。

从2009年开始，文登先后对河
南小学、泽库中学等16所学校实施
了塑胶操场改造工程，改造面积达
15万平方米，剩余学校将在明年年
内全部完成塑胶操场建设。

高校毕业生

就业服务月结束

本报8月3日讯(记者 许君
丽 通讯员 王佳 ) 为促进高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搭建人才供
需交流平台，威海市人力资源公
共服务中心利用7月份高校毕业
生求职择业高峰期，组织开展了

“威海市201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
服务月”。

活动期间，根据威海市重点
区域和重点产业发展对各类毕业
生的需求，组织举办了蓝色经济
产业、机械装备制造业和文登区
重点企业人才专场招聘会等9场
招聘活动，400多家企业入场招
聘，提供各类工作岗位1 . 1万个，
吸引了6000多人入场求职，达成
就业意向2871个。活动现场设立
了专门服务窗口，为高校毕业生
提供求职登记、创业指导、人事代
理、档案查询、派遣报到、政策咨
询等“一站式”就业创业服务。

本报8月3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初福善 辛浩琳) 2

日晚，在南海新区，刘某和家人饭
后去海边游泳，21时许刘某仍未
回宾馆，家人前往海滩寻找无果
后报警。民警寻找两小时后，在海
滩上找到酣睡的刘某。

2日晚21时许，山东边防总
队威海支队小观边防派出所接
到报警，刘女士儿子在南海公
园海水浴场游泳后一直未归，
家人寻找无果，希望民警救援。

报警人刘女士说，她儿子二
十多岁，下午六人一起到南海公

园游玩。晚饭后，刘女士儿子在7
时30分左右独自一人到海里游
泳，因为他熟悉水性，刘女士没有
阻拦。可是21时许也不见儿子回
来，亲戚几个人在岸边寻找无果，
刘女士赶忙报了警。

当晚，二十余名警力沿海

岸查找，近两个小时的搜寻，民
警终于在距离该男子下海点约
2公里的地方找到了他。据刘女
士的儿子介绍，他趁着酒劲在
海里横游，游累了，走累了，就
躺在一处沙滩上休息，结果睡
着了。

游游泳泳迟迟迟迟未未归归，，原原是是睡睡在在海海滩滩

不礼让斑马线

有损“个人信用”

本报8月3日讯(记者 许君丽)

日前，荣成市召开“建文明家园
做文明市民”行动新闻发布会，将
在荣成组织开展“争创最美家庭”、

“礼让斑马线”、“文明旅游进社
区”、“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全民公
益志愿服务等十项系列主题活动，
部分不文明行为将上报至市征信
办，扣除个人信用值。

活动期间，市民部分不文明行
为将上报至市征信办，扣除个人信
用值。其中，自8月3日起，荣成市
公安局将在荣成市区建成区范围
内广泛开展“礼让斑马线”活动。开
展活动过程中，荣成市公安局将加
大对斑马线交通违法的现场执法
力度，特别是对6个示范点，将安排
专门警力从严查处不礼让斑马线
的交通违法行为，同时加大电子监
控抓拍力度，及时发现和处罚人行
横道前未避让的车辆。

本报 8月 3日讯 (记者 冯
琳) 3日，殷树山、刘彩凤夫妇
捐出1万元助学金，资助威海4
名寒门学子。65年来，他已经先
后资助上百名寒门学子，帮助
他们完成学业，拥抱生活。

3日，4位接受帮助的学子

及亲属来到塔山书屋，接受殷
树山夫妇的现场现金捐款。4名
寒门学子分别是来自文登区米
山镇的滕卫卫、来自威海古陌
小区的张子仪以及来自威海市
儿童福利院的两名学生，他们
分别获得殷树山夫妇4000元、

2000元的捐款。4名寒门学子
中，有人因为双亲卧病在床家
庭没有经济收入致贫，有人因
为父母收入低微无法支付兄弟
姐妹上大学的费用。受捐助的
学子对殷树山夫妇的慷慨解囊
非常感激，表示一定好好学习，

将爱心的接力棒传递下去。
2015年以来，殷树山、刘彩

凤已支出1 . 5万元助学基金。加
上捐助特殊党费1 . 1万元及为
老人送包子、探望军营及贫困
家庭，今年以来，殷树山夫妇已
捐出3万余元爱心款。

殷殷树树山山再再捐捐11万万元元助助寒寒门门学学子子

本报 8月 3日讯 (记者 冯
琳) 3日，首届“威海对韩商品
贸 易 博 览 会 ”新 闻 发 布 会 召
开。从发布会上获悉，首届“威
海对韩商品贸易博览会”将于
10月30日—11月1日在威海国
际展览中心举办，分为韩国馆
和中国馆。钟爱韩国商品的亲
们，走起。

该博览会是2015年6月中

韩双方正式签署中韩自贸协定
以来，威海举办的最大规模的
中韩产品和企业的对接交流
会。预计展示面积达 20000平
方米，约500个国际标准展位，
分为韩国馆和中国馆。展览内
容以日用消费品、户外休闲用
品、水上运动用品和食品等为
主，预计展会观众为 50000人
次 ，其 中 专 业 采 购 商 预 计 达

2000人。
关于展区的具体划分，展

会将有主题形象展区、韩国本
土企业展区、韩资企业展区及
中韩贸易商展区。展品类别包
括食品类、日化用品类、服装
服饰类、化妆品类、电子产品
类、家居用品类、水上运动用
品、户外用品、文化产业类、金
融保险类、医疗美容类、养生

养老类、旅游观光类及社会教
育类等。此外，展馆内将设有
名优产品展示区，由专业采购
商家评选专利特有产品。

首届“威海对韩商品贸易
博览会”将展示韩国最时尚、
最流行、高品质的商品，让观
众零距离感受韩国商品的美
丽，体验韩国风情，品味韩流
文化。

对对韩韩商商品品贸贸易易博博览览会会1100月月底底开开幕幕
将分韩国馆和中国馆,“韩货粉”走起

““我我做做煮煮””

近日，环翠楼街道办胜利社
区开展了“我的美食我做煮”亲
子活动。美食志愿者现场为居民
演示如何利用家中现有的厨房
小家电做出无水蛋糕和蛋挞等。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为严把安全关，乳山
市供电公司组织安全员们重点结
合迎峰度夏工作深入施工现场进
行检查指导，并将安全培训课堂

“送到”施到现场，施工人员进行作
业，再由安全员指出其不规范和存
在安全隐患之处，现场提出改进方
法，即不影响施工进程，又使施工
人员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

通讯员 于京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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