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暑期期乡乡村村采采摘摘游游攻攻略略
桃、榛子、葡萄正当季

暑期尾巴上，不少采摘项目进入尾声，还没加入采摘游
的亲们抓紧了。

阶梯电价小知识

2012年7月1日起，根据国家
发改委和山东省物价局的相关要
求，山东省开始试行居民阶梯电
价，2014年7月1日起进入正式实
施阶段。有多个房产证明(宅基地
证)的住宅，且共同使用一块电能
表的，认定为合表居民客户，合表
居民用户暂不实行阶梯电价政
策，2015年7月1日抄见电量起，合
表用电价格每千瓦时上涨0 . 0081

元，即低压用电每千瓦时0 . 5 5 5

元，高压用电每千瓦时0 . 501元。
记者 许君丽 通讯员 王飞

本报8月18日讯 (记者 王
震 通讯员 辛浩琳 ) 市民
王某网上购物，登录对方商家
发来的单独网站链接，试图避
开公司账单获得优惠，王某没
能享受优惠，还被骗了1000多
元。

8月1 7日中午，龙山派出

所民警接到王某报警称，他在
淘宝购物时可能被骗了。原来
王某当日登陆淘宝网上购物，
看中一件海尔空调，标价1500
元。

王某通过淘宝阿里旺旺和
对方沟通，客服称，如果王某
真心购买可再便宜二百元，还

可省掉运费。但不能通过正常
的第三方交易通平台付款，而
需要在指定链接付款。接着，
客服给王某发来一个链接网
址，王某进入链接网页在里面
支付1300元钱。

支付完 ,王某就感觉不对
劲 了 ，那 个 客 服 突 然 联 系 不

上，王某再返回淘宝网页，发
现刚才看中的海尔冰箱突然下
架了。

民警提醒，这是一种典型
诈骗，对方就是利用买家贪小
便宜心里，避开第三方支付采
用虚假连接骗取受害人钱财，
类似手法一定不要相信。

男男子子绕绕开开淘淘宝宝私私下下付付款款被被骗骗
假卖家声称能便宜，给他发来一个“钓鱼”链接

本报8月18日讯 (记者 孙
丽娟 通讯员 宫文灵 孙军)

乳山一老太太深夜横穿马
路，被三轮车撞倒，三轮车逃
逸。乳山毛家警务工作站民警
发现并及时救助老人，搜集证
据抓获肇事者。

10日凌晨3点，乳山毛家警
务工作站民警设卡堵截结束任

务返回单位，途经夏村镇井子
村东公路处，发现一老年妇女
横卧公路。当时，老人满头是
血，公路上铺满碎玻璃，民警意
识到发生了交通事故，肇事车
已逃逸。

老人横卧路中，加上所处位
置灯光不明，极易发生二次事
故，民警打开警灯，保护事故现

场，同时拨打110、120。老人被救
护车拉走后，民警在现场收集证
据。当天早晨，迫于压力的三轮
车驾驶人张某投案自首。

张某交代，当天凌晨他驾
三轮车准备到批发市场批水
果，行驶至事发现场处，一老年
妇女横穿马路，由于视线不好
且事发突然，他猝不及防撞上

老人，觉得老人无大碍就开车
离开了现场。日前，张某已被刑
拘，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民警多方查找，联系上老
人的子女。原来，受伤老人有轻
微智障，深夜离家出走，家人不
知情。车祸导致老人双腿骨折，
内脏受伤，经全力抢救，基本脱
离危险。

老老太太太太半半夜夜过过马马路路被被撞撞，，肇肇事事者者被被刑刑拘拘

本报8月18日讯 (记者 刘
洁 ) 18日，记者从威海市重大
体育赛事组委会获悉，2015年
威海长距离铁人三项世界系列
赛将于9月12日至13日在半月
湾举行，赛事期间，市区部分
道路实行交通管制措施。

为保障比赛顺利进行，日

前，市公安局发布2015年威海
长距离铁人三项世界系列赛期
间部分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措施
的通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有
关规定，按照市委、市政府统
一部署，决定对威海市区部分

道路实行交通管制措施，9月
12日和13日两天从7：30至18：
0 0 ，东 山 路 黄 泥 沟 村 口 以
东——— 环海路古寨西路路口以
东——— 安海路——— 北山路菊花
顶路路口以北——— 菊花顶路北
山路路口以东——— 半月路的区
域实行交通管制。

交通管制期间，管制路段
内除赛事活动服务车辆和人
员，其他车辆和行人一律禁止
通 行 ，道 路 两 侧 严 禁 停 放 车
辆。交通管制期间，对不服从
民警管理指挥或者扰乱比赛秩
序等违法行为，将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理。

铁铁三三赛赛期期间间部部分分路路段段交交通通管管制制
主要在东山路、环海路、安海路、北山路、菊花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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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桃采摘分布范围较
广，威海、文登、乳山、荣成各大
型采摘园一般都有，以里口山
福德庄村最有名。

持续时间：最晚可到9月底。
价格：入园费10元/人次，带

走5元/斤。
推荐理由：桃采摘进入尾

声，价格比采摘初期便宜很多，
桃子个头、口感都很好，性价比
高。里口山周边风光优美，采摘
游之余可游山玩水，旅游附加
值高。

出行方式：40路公交车在福
德庄站下车。

一. 桃采摘

地点：乳山正华石佛山景
区

持续时间：最晚到9月上旬
价格：入园费20元/人次，

带走30元/斤。
推荐理由：相比其他采摘

形式，坚果采摘相对比较少，值

得体验。而且即将下市，可抓紧
体验。

自驾路线：威海汽车站-威
青高速公路-乳山西立交-乳山
寨方向-赤家口村-正华石佛山
景区。

二. 榛子采摘

地点：威海、文登、荣成、乳
山都有采摘园，文登区最为突
出，如神山葡萄园。

持续时间：最晚到10月下
旬

价格：免入园费，带走20元
/斤。

推荐理由：不同月份，葡萄
品种不同。即便同一个月份，也
有几个不同品种的葡萄选择。

自驾路线：江家寨-金蚂蚁
汽车广场红绿灯-西行10公里
见路边牌子。

三. 葡萄采摘

本报记者 冯琳

1，铁三运动员(能/不能)裸露
躯干参加任何一项比赛。

2，参加铁人三项比赛需取得
深水合格证，头、手露出水面踩水

秒。
3，铁人三项半程自行车距离

是 米。
4，中国铁人三项协会业余团

体会员的年审时间要求1月
日到2月28日。

5，铁三比赛跑步赛道饮水站
长度至少 米。

6，铁人三项比赛转换区的宽
最低限度是 米。

7，国际铁人三项赛事的赛事
级别有 级。

8，为促进铁三运动发展，威
海 年启动铁人进校园活动。

9，亚洲只有 举办过长距
离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

10，铁人三项游泳比赛对泳
姿(有/没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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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联系方式：

上期答案：1，糖、脂肪、蛋白
质；2，200；3，750；4，2；5,20；6，30；
7,2000；8，2009；9,2010；10；2014。

近日，经区审计局严把招标
文件审查和评委胜任能力评估两
道关口，根据设计项目招标特点，
对设计方案与工程造价赋予合理
的权重系数，对设计方案评审严
格采取暗标方式，强化招标现场
监督。 郑卿

上半年，威海企业主要指标
缓中趋稳，财政部门调度的1645

户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551 . 41

亿元、利润96 . 3亿元、税金86 . 2亿
元，分别增长3 . 8 2%、1 0 . 3 2%和
9 . 24%。 韩英广

速读

近日，东北村社区艺术团16

名文艺骨干载誉而归，经过激烈
角逐，她们获得了山东省“四德
歌”健身广场舞展示大赛一等奖。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载誉而归

2015年威海铁人

三项知识竞赛


	W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