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跨境境电电商商直直购购进进口口业业务务启启动动
威海成为全省首个海运、邮运、空运进口直购业务的城市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冯琳)
11日，在威海海关驻邮局办事处

和驻机场办事处海关跨境电商监
管中心，通过海运、邮运、空运三种
方式运输进境的跨境电商直购进
口商品顺利通关。这标志着威海跨
境电子商务直购进口业务正式启
动运行，威海也成为全省第一个同
时启动海运、邮运、空运三种运输
方式进口直购业务的城市。

当天上午11点左右，从韩国直
购进口的海运、邮运货物抵达威海
市高区邮政局。首批抵达威海的货
物以纸尿裤、卫生巾、食品、小家电
等为主。威海海关驻邮局办事处主
任张勇介绍，跨境电商直购进口是
一种“先下单后发货”的模式，境内
消费者在与海关联网的跨境电商
销售平台上下订单，通过跨境电商
通关管理平台完成电子申报和扣
缴行邮税，商品就可以通过海、邮、
空等方式直接运输进境，实现快速
验放通关。

此次跨境电商直购进口的启
动，使威海跨境电商业务从出口扩
展到进口，从海运突破到空运、邮

运。此外，已开通的中韩海运EMS
邮路，给跨境电商直购进口商品提
供了新的通道，助力威海跨境电商
成为名副其实的空运、海运、邮运
立体化“黄金通道”。威海市商务局
工作人员介绍，下一步，威海市商
务局将联合威海海关开展系列培
训，进行政策解读、讲解操作流程，
指导更多企业开展跨境电商进出
口业务。

除了海运、邮运外，当日下午3
时许，首批从韩国仁川空运来的跨
境电商直购进口商品顺利通关。

与海运、邮运相比较，空运的
优势主要体现在速度上，据威海市
海关驻机场办事处副主任颜建忠
介绍，从韩国仁川起飞一个小时到
达威海，之后经过半小时顺利通
关，全程仅用2小时就进入国内派
送环节。

11日，威海海关海运、邮运、空
运跨境电子商务“直购进口”同步
启动，当日海运、邮运、空运跨境电
子商务共审核验放直购进口清单
355票、355件，价值6万余元人民
币，货重337公斤。

市妇儿中心少儿

特长培训招生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许君
丽) 8月17日至8月28日，威海市
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少儿特长培训
暑期第二期招生开始，有兴趣的
孩子可以报名。

此次少儿特长培训暑期第二
期时间为8月17日—8月28日(周
一至周五)，课程包括素描、色彩，
声乐，儿童画，中国武术，小主持
人，古筝，慧童口才，乒乓球，书
法、琵琶、舞蹈、钢琴，报名电话：
5200609，5311609。报名地址：市
文化艺术中心一楼，市妇女儿童
活动中心前台、办公室，市民可乘
坐1、12、21、26、31、33、37、41、43、
53、101、116、118、K3路公交车到
戚家庄(文化艺术中心)下车。

客人吃霸王餐

店家伤人获刑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宋思霖 王继业 )

威海经区一家饭店工作人员，因
客人吃“霸王餐”对其大打出手，
致客人多处轻伤。10日，威海经区
法院依法以故意伤害罪追究了几
位打人者的刑事责任。

王某是经区某快餐店店主，
林某、刘某、张某均为其店内雇
员。2014年10月28日下午，客人
石某和朋友二人到该快餐店吃饭
喝酒，酒饱饭足后，俩人未付款便
要离开。这时，店主王某将石某拦
住，双方发生争执，继而相互撕
扯。在被人拉开后，石某心中不
满，拿起空啤酒瓶砸中王某头部。
店员林某、刘某、张某见老板被
打，一起上前对石某进行殴打，致
其多处骨折，构成三处轻伤二级。

石某受伤后，将打人者告上
法院，要求赔偿。经区法院认为，
王某、林某、刘某、张某故意伤害
石某身体，致其轻伤，其行为已构
成故意伤害罪，应按故意伤害罪
追究刑事责任。因本案中被害人
有过错，且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
责任，王某、林某、刘某、张某归案
后，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取得了
被害人的谅解，故对王某、林某、
刘某、张某从轻处罚，以故意伤害
罪判处王某、林某、刘某有期徒刑
六个月，缓刑一年。因张某有前
科，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
一年。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孙
丽娟) 10日晚，一名19岁青年
刘某无证驾驶无牌摩托车，撞
倒人行道上一老太太。经查，刘
某系吸毒后驾驶。目前，刘某已
被移交治安部门处理。

10日20时许，在市区世昌
大道与文峰五街交叉路口附
近，一辆摩托车撞上一名在人
行道正常行走的老太太，事故
导致摩托车驾驶员和老太太摔

倒在地，两人均不同程度受伤。
交警一大队民警赶到现场

得知，摩托车驾驶员刘某当天
送朋友去医院。当晚，从医院出
来后，刘某驾驶摩托车沿着世
昌大道自西向东行驶。当行驶
至文峰五街附近时，刘某听到
后方有人鸣喇叭，就回头看了
一眼，不巧撞上人行道上的老
太太。

检查过程中，民警发现摩托

车驾驶人没有驾驶证，而摩托车
无牌照、无保险。经初步询问，驾
驶员称没有随身携带身份证，记
不住身份证号，也记不住家庭住
址。感觉疑点重重，民警将驾驶员
带回至交警一大队调查。

11日，民警对刘某进行尿
液检测，发现其尿液样本呈阳
性，确为吸毒。经查，刘某曾有
过“前科”，去年因吸食毒品被
处罚。

19岁的刘某是乳山人，父
母离异后，跟随外公、外婆一起
生活。刘某称，已辍学两年，在
威海一酒吧打工，期间认识了
一些“朋友”。

当被问及为何会再次沾染
毒品时，刘某突然泣不成声，表
示两次吸毒都并非自愿，是被
朋友带着。刘某交代，1 0多天
前，在“朋友”的带领下，他再次
吸食了毒品。

摩摩托托无无牌牌，，无无证证司司机机还还毒毒驾驾
涉毒司机19岁，自称交友不慎染毒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孙
丽娟 通讯员 马蕊) 10日，
市民杨先生请朋友吃饭，喝多
后让司机拿着银行卡去消费，
但事后却“断片”，不记得刷卡
消费一事，误以为银行卡遭不
法分子盗刷。

10日15时许，市民杨先生
的手机收到了一条银行发来了
消费提醒短信，显示自己银行
卡被刷了 5 6 6元钱。回忆了半

天，杨先生觉得当天并未消费，
一想到卡里还有10余万存款，
他担心银行卡遭遇盗刷，赶紧
报警求助。

卧龙派出所民警了解情况
后，得知银行卡始终在杨先生
手中，而被“盗刷”的银行卡也
没有副卡。随后，杨先生去银行
打印了当天的交易明细，发现
该笔566元的支出消费是使用
POS机，银联商务签购单的商户

名称显示为一家布艺店，但民
警却查不到该户头信息和地
址。

之后，在银联的帮助下，民
警最终查询到该POS机所在的
地址位于高区一家饭店。经与
饭店老板沟通得知，该饭店本
是一家布艺店，后改行。饭店老
板回忆，当天下午3点多，有一
名客户喝得醉醺醺，使用银行
卡刷了566元的餐费。

当被问及是否刷卡消费，
杨先生称有点“断片儿”，感觉
自己是付了现金。通过银联商
务签购单的信息显示，其交易
金额、交易时间均和杨先生当
天 吃 饭 的 时 间 、消 费 金 额 一
致。慢慢回想，杨先生称当天
请朋友来吃饭，喝多后把银行
卡交给了自己的司机，让他去
刷 卡 ，但 自 己 喝 大 却 不 记 得
了。

银银行行卡卡被被盗盗刷刷？？自自己己干干的的！！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孙
丽娟 通讯员 林大川) 夏季
旅游旺季，海水浴场、海边公园
等地盗窃案件多发。11日，威海
警方发布预警信息，提醒市民
和游客去海边游玩时，要注意
看管好个人物品，谨防被盗。

9日15时许，北京游客王先
生和三名朋友驾驶一辆吉普车
到威海国际海水浴场游玩，将
车辆停放在了沈阳路和北环海
路的交叉路口处。四人换完泳
衣就下海游玩，没有将随身携
带的三部“苹果6”手机、两块名
表和两个名牌手包寄存看管，
而是放置在了后驾驶座上，用
换下来的衣服遮盖着。一个多

小时后，王先生等人游玩归来，
发现车辆后车窗玻璃被砸，座
位上的手机、名表和名包均不
见了。

夏季海边，除了发生常见
的砸车窗、撬盗后备厢等盗窃
类型之外，涝台边防派出所民
警介绍，最近又出现了一种新
型的盗窃方式，作案人割帐篷
盗窃。

8月上旬，济南游客刘先生
带着岳母和妻儿来威海游玩，
一家人租赁了一顶帐篷支在沙
滩上。之后，老人在帐篷里休
息，看管物品，刘先生一家三口
下水游玩。过了一会儿，老人觉
得帐篷里闷热，就出来透透气，

坐在了帐篷的左侧。等到刘先
生一家三口返回帐篷，发现放
在帐篷内部右侧的一部三星手
机、一部“苹果6”手机和3000元
现金等不见了。仔细查看，刘先
生发现帐篷右侧部位被利器划
开了一道口子。

无独有偶，同在8月上旬，
在威海国际海水浴场又发生了
一起割帐篷盗窃案，作案人在
帐篷后侧划开了一个大洞，把
帐篷内的手提包直接拎走。

11日，威海警方在线官方
微信发布了关于浴场、公园盗
窃案件的预警信息。随着旅游
旺季来临，警方预计海水浴场、
海边公园、景点等处盗窃案多

发，小偷往往会找无人看管的
衣物、包裹下手，或砸车窗、撬
盗后备厢。民警指出，一月内已
经发生多起同类案件，作案地
点分别在国际海水浴场、幸福
门公园等自驾游玩地点，作案
人员均采取砸车窗的方式盗
窃，作案时间多集中在天色昏
暗的傍晚时分。

民警提示，夏季来临，市民
自驾游玩时，要尽量将车辆停
放在正规的停车场或有监控摄
像头的地段，车内不要放置大
额现金和贵重物品，以防被窃。
下水时，衣物中若有贵重物品，
要留人看管，莫给小偷可乘之
机。

海海边边游游玩玩，，看看好好您您的的包包
警方提醒，海水浴场、海边公园等处盗窃案多发，市民和游客要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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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威海启动跨境电商直购进口业务，首批货物抵达威海。 记者 冯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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