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11日(记者 刘洁)
11日，威海市重大体育赛事组委
会在威海铁人三项官方网站公布
了2015年威海铁人三项主题系列
活动总积分前30名名单，35名铁
人上榜(名次有并列)，按照活动
规程，这35位铁三选手免费获得
2015年威海长距离世界系列赛参
赛资格。

2015年，威海铁三组委会从
组织建设、人才培养、主题活动、
知识普及4方面着手，策划了一系
列赛事主题活动，其中“奔跑吧，
铁人”、“驰骋吧，铁人”、“激浪吧，
铁人”、“炫酷吧，铁人”4季主题活
动已圆满结束，参与人数达4万人
次。第一季至第四季活动，分男子
组和女子组比赛，分别录取前20
名计积分，分数分别为20、19、18、

17，依次递减至1。
根据第一季至第四季活动每

单项活动积分，计算总积分。四次
活动总积分前30名(男女混合计
算)，获得2015年威海长距离铁人
三项世界系列赛参赛资格且免收
报名费，经过积分计算，此次共35
位铁人上榜，第一名周晓英四季
活动全程参与，以61分的总积分
排名首位。

2015年威海长距离铁人三项
世界系列赛(含全国冠军杯赛和
全国业余积分赛)将于9月12至13
日在半月湾铁人三项专用赛场举
行，级别仅次于威海2014年举办
的长距离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
比赛总距离103千米，其中游泳3
千米、自行车骑行80千米、跑步20
千米。

3355名名铁铁人人免免费费获获铁铁三三世世界界赛赛资资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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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薪薪招招船船员员””坑坑了了浙浙江江一一小小伙伙
他被骗7千元中介费，到威海“面试”又被骗走行李，被坑得身无分文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孙
丽娟 通讯员 聂东) 20岁的
浙江小伙小张轻信高薪聘船员
的网上招工信息，跟随当地一
中介机构业务员，从浙江嘉兴
赶来威海面试，却被告知无招
聘船员计划，“业务员还拐跑了
他的行李。幸得民警救助，小张
返乡。

11日凌晨1时许，一男子报
警称，自己流落经区泊于镇某

村，身无分文无法回家，请求帮
助。泊于边防派出所民警赶到
现场，一男子正站在村口张望。

报警人小张今年20岁，浙
江嘉兴人。今年7月底，小张上
网浏览信息，看到嘉兴一中介
公司刊登了威海某船舶企业的
招工信息，月薪一万元。薪水诱
人，小张电话联系中介公司并
交了7000元中介费。8月9日，中
介公司打电话告知小张威海某

船舶公司的联系方式和地址，
让小张和中介公司一业务员前
往威海面试。

10日15时许，两人到威海
后，那个业务员催促小张去面
试，他留在宾馆等候，小张把行
李交那个业务员保管，自己出
门。到船舶公司后，小张被告知
并没与嘉兴那家中介机构签订
任何代理合同。

小张意识到被骗，立刻返

回宾馆，那名业务员和自己的
行李均已不见了。翻遍口袋，小
张发现自己只剩了坐公交车的
零钱。人地两生的小张辗转坐
车到泊于镇附近，坐在路边给
家人打电话，捱到深夜，他无奈
报警。

了解情况后，民警派车把
小张送至威海火车站，并为他
买了发往浙江的火车票。本案
正在进一步侦查。

威海机场获

发展基金5千万元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王
震 通讯员 刘海靖 ) 从市财
政局获悉，近日国家民航发展基
金补助威海机场建设资金5452
万元，专项用于威海机场航站楼
改造、飞行区道向及助航灯光改
造、新建气象观测站、02号仪表
着陆系统航向台搬迁、航管设备
及配套设施更新改造等工程。

国家民航发展基金主要用
于民航基础设施建设、民航安全
管理和推动民航普遍服务等方
面，对完善民航基础设施，推动
行业安全、持续、均衡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私私自自改改装装

10日下午，一辆面包车在环
山路南首被交警五大队查获。该
面包车后排座被拆除，堆满货
物。因私自改装并违规载货，车
主被罚款200元。民警提醒，私自
改装车辆将改变车辆安全系数，
危险性增大。
本报记者 孙丽娟 摄影报道

田世科荣膺

“全国技术能手”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顾旭 ) 日前，
芸祥绣品有限公司“田世科国家
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挂牌，田世
科 本 人 获“ 全 国 技 术 能 手 ”证
书。

田世科现任山东芸祥绣品
有限公司家用纺织品首席设计
师，他带领研发中心设计人员共
成交各类家纺设计画稿成交额
1 0亿多元，其中自主创新画稿
占成交额 7 2%，产品涵盖雕绒
绣、雪丽绣、平绣、锁链绣、回笼
锁等几十种传统鲁绣工艺和现
代工艺技术。自2006年起，田世
科依托自己的工作室，常年开展
家纺设计培训班，在带徒传技、
技能攻关、技艺传承、技能推广
等方面发挥大师作用。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孙
丽娟 通讯员 王文华) 王
某斗地主欠牌友的钱，又向牌
友 借 钱 住 宿 ，遭 拒 后 心 怀 不
满，持刀伤人。8日，因故意伤
害他人，王某被行政拘留 1 0
日。

8日2 0时许，男子兰某报
警称，在石岛某烤肉店发现了
持刀捅自己的人。荣成特巡警
赶到现场，在兰某指认下，控
制住男子王某，当场查获一把
尖刀。

经查，8月6日，在石岛某

菜市场内，王某与兰某一起玩
斗地主，王某欠了兰某几百块
钱。散场后，王某向兰某借3 0
元当住宿费遭到拒绝，双方发
生争吵。围观人员劝说，兰某
最终给了王某30元钱，但王某
心怀不满，到杂货店买了一把

尖刀要教训兰某。
之后，王某在石岛九州一

胡同找到了兰某。兰某警觉有
人靠近，一转身发现王某挥舞
尖刀朝自己走来，兰某赤手抓
住刀刃大声呼救，右虎口被划
伤。伤人后，王某逃离现场。

斗斗地地主主斗斗出出““仇仇””，，男男子子持持刀刀伤伤人人被被拘拘

1，人体能量的直接来源是 。
2，参加铁人三项比赛需取得深水合格证，其测试
方法一是需连续游 米。
3，铁人三项半程游泳距离是 米。
4，在自行车或长跑赛段中犯规，如果严重犯规或
者多次犯规，运动员会被红牌罚出赛场，积累
张黄牌就会得到一张红牌。
5，铁三比赛游泳时水温如果在 度以上可以
不穿防水衣。
6，铁人三项比赛转换区的长最低限度是 米。
7，铁人三项比赛第一次成为奥运会首个比赛项
目是 年。
8，威海半月湾铁人三项赛场 年被中国铁

人三项协会定为专用赛场。
9，威海 年举办了长距离铁人三项世界杯赛。
10，威海 年创造了全国铁人三项赛事参赛人
数记录。

将答题卡裁下寄送至齐鲁晚报·今日威海编
辑部或者拍下答题卡照片，发送至邮箱164035461
@qq.com，参与知识竞答，全部答对可获精美精
品一份。上期获奖读者：丛佳、唐丽华。
姓名： 联系方式:

上期答案：1，更快、更高、更强；2，深水；3，
25 . 75；4，红；5，14；6，2；7，1994；8，波兰的爱娃；
9，20；10；8。

2015年威海铁人三项知识竞赛

近日，市财政拨付资金1100

万元，支持平安渔业工程建设、省
级现代渔业园区建设及现代渔业
种业提升工程，加快推进全市渔
业转型升级。

通讯员 闫志堂
今年，由文登区政府出资建

设的200个村级信息化卫生室投
入使用，总投资100多万元。投用
后可实现区域内乡、村两级门诊
处方信息、住院医嘱信息数据共
享，确保农村居民用药价格透明。

通讯员 毕文静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孙
丽娟 通讯员 张杰) 于某酒
后去一手机店买存储卡，看见店
主的包放在柜台上。如此诱惑在
眼前，于某趁人不备偷走了800
元现金。9日，因盗窃，于某被行
政拘留10日。

9日22时许，男子于某喝酒后
溜达，去张村镇一手机店欲买存
储卡，谈好价格，于某让店主帮忙
下载和安装手机程序。当时，店里
有一男一女两人，女店主把自己
的挎包放在柜台上，就去睡觉了。
男店主背对柜台下载手机程序。

下载了一半，于某突然说不
下载了，拿着手机就匆忙离开。
过了10多分钟，店主突然感觉蹊
跷，思前想后觉得不对劲，调取
店里监控，发现趁自己捣鼓手机
时，那个男子拉来了柜台上的女
包拉链，从里抓了一沓钱，经清

点少了800元现金。
双岛边防派出所民警赶到

现场，根据监控锁定于某。当晚，
在张村镇一出租屋内，于某落
网。于某称，当时喝多酒一时冲
动，觉得机会摆在眼前，没忍住
就“伸手”了。

鼓鼓囊囊囊囊的的包包在在眼眼前前，，男男子子未未忍忍住住贼贼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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