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开着着油油罐罐车车去去偷偷柴柴油油
两伙内贼先后共偷走9吨柴油

本报11月11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战鹏飞) 某高尔夫球

场地下储油罐的柴油频频被盗。而
作案者都是该球场的员工，分两伙
共四人，他们都是私配了油罐钥
匙，作案方式却天壤之别，一伙人
是用桶装，两年多作案15次偷走了
两吨多柴油，另一伙则直接开油罐
车去偷，三个月作案三次就偷走了
7吨柴油。

日前，位于临港区的某高尔夫
俱乐部工作人员到公安临港分局
报警，该高尔夫球场有一个地下储
油罐用以储存柴油，自8月份以来，

柴油频频被盗。
公安临港分局刑侦大队立案

侦查后，很快就认定这是内贼所
为，经调阅监控和出入记录，该俱
乐部员工邱某和张某被锁定为犯
罪嫌疑人。审讯中，邱某和张某对
多次盗窃柴油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两人交代，自2013年以来，两人
偷配了油罐钥匙，便常常趁夜间值
班之际，拎着油桶去偷柴油，为了
防止被发现，两人还关闭了监控探
头的电源。两年来，两人共偷油15
次，盗得柴油两吨多。

邱某和张某偷油的方式远不

足以让高尔夫俱乐部工作人员察觉
柴油被盗，也因此得以两年没被发
现。民警断定，还有另一伙人在偷柴
油，经大量侦查后，球场员工杨某和
郭某又被锁定。杨某和郭某落网后，
很快就交代了犯罪事实，而他们偷
油的方式竟然是开着油罐车来拉。
两人交代，他们也偷配了油罐的钥
匙，打开油罐后直接用油罐车抽，从
今年5月份到8月份虽然只作案三
次，却盗得柴油约7吨。

目前，四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
盗窃罪，均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
进一步审理中。

环翠国税加强

与地税合作

本报11月11日讯(通讯员
赵静) 日前，环翠国税结合实际
情况，全面开展与地税合作项目。

针对环翠国税局辖区内纳税
人对应地税局管理部门较多的情
况，环翠国税逐个部门开展分析
调研，确保合作项目的具有可操
作性。环翠国税先后与地税直属
征收分局、地税环翠区分局、地税
纳税服务中心进行多次交流沟
通，就双方合作内容进行多次协
商，力求合作项目的无缝对接。同
时，根据调研和沟通的结果，将各
项工作的分工、内容、目标、要求
等内容逐一进行了细化和明确。

切切磋磋球球技技
11日上午，为了活跃文化氛围，武警威海市支队直属大队二

中队武警官兵，在市区半月湾沙滩举办了一场沙滩足球赛，新老兵
分组切磋球技，官兵们在沙滩上你攻我防、互不示弱。

本报记者 王震 摄影报道 环翠国税为企业

发放VIP服务卡

本报11月11日讯(通讯员
赵静) 日前，环翠国税发挥行业
专业优势，向辖区内8户会员企
业发放VIP服务卡，实行“VIP服
务”模式，使会员企业得到更加
专业、便捷、优质的纳税服务。

近期该局联合注册税务师
共参与走访VIP企业4户，为会员
企业提供指导性服务12次，使会
员企业切实地感受到了涉税咨
询的便利，大大降低了办税成
本，真正享受到了全方位、优质
化、高效率的涉税服务。

本报11月11日讯(记者 冯
琳) 市民赵先生乘坐9路公交车
丢失了钱包，当时乘坐9路公交
车的26路车公交司机捡到后交
给9路车司机。9日上午，失主赵
先生将锦旗送到威海公交集团，
表达对两位公交司机的感谢。

当天，26路公交车司机刘
伟红乘坐9路公交车，坐在最后
排的他无意发现座椅夹缝中有
个钱包。由于他到站下车有事，
所以他将钱包交给当时9路公
交车司机马晓东。9路车行驶至
陈家后沟终点站时，马晓东及

时告知威海公交集团车队并将
钱包交给陈家后沟调度员。家
住陈家后沟的失主赵先生当晚
发现钱包丢失后报警，次日抱
着试试的心态到陈家后沟公交
调度室寻找，没想真的找到了
钱包。

赵先生钱包内有700元现
金，包内还有身份证、银行卡、
工资卡等，钱包丢失几天前，赵
先生在国外的公司刚给他打了
5万元的工资。找回巨额工资的
他非常激动，为两位好司机送
去了锦旗。

两两公公交交司司机机““接接力力””还还失失主主钱钱包包

为切实加强电费回收风险防
范，规范现金、支票、进账单等收
费方式的业务操作，威海供电公
司营销部于11月2日组织电费账
务管理专题培训，对省公司通报
的共性问题进行逐一梳理排查。

刘乘麟
近日，威海供电公司营销部

组织召开全市供电所管理工作座
谈会，三县公司乡镇供电所管理
部主任、专工，各分中心专工，部
分供电所所长代表参加。孙海峰

近日，威海市供电公司营销
部开展了“电费资金安全管理月”
活动，从多个方面强力推进电费
资金安全管理。 刘乘麟

今年以来，威海供电公司以
“三个走在前”为目标，在全省率
先为农村居民实施屋檐线改造工
程，目前，已累计对2万余户农村
居民实施了屋檐线改造。

孙海峰
近日，经技区审计局实施了

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措施落实情况
审计，共涉及大气污染防治项目6

个，财政资金940万元。 钟丹丹
日前，环翠区审计局在审计

实践中运用大数据技术。通过对
税收征管数据进行批量分析、筛
选，结合工商、国税等部门提供的
电子数据，确定审计信息源和延
伸审计线索。 戚宏杰

本报 11月 11日讯 (记者
许君丽 通讯员 蔡海沧
李龙生 ) 1 1 月 1 0 日，记者从
国网威海供电公司了解到，该
公司与市公交公司经过磋商，
就合作建设绿色公交电动汽
车快速充电站达成初步协议。
据了解，威海计划新增 100 辆
新能源电动公交车，充电站网

络建成后，将为建设绿色公共
交通出一份力。

近两年，威海供电公司积
极探索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
设新思路，解决充电站建设用
地、超前建设以及充电资源浪
费等问题。威海供电公司采用
合作建设的模式，充分利用威
海市公交公司现有的停车场

场地，共同建设电动汽车充电
站，可解决充电站建设用地的
最 大 困 难 ，节 省 土 地 购 置 费
用，还可借助公交电动汽车资
源，盘活现有充电网络，解决
充电站运营有站无车的尴尬
局面，提高电动汽车充电网络
利用率，实现可运营、可复制、
可推广模式。

今年以来，威海供电公司
根据威海市电动汽车的实际
保有量和绿色公交发展规划，
逐步完善电动汽车充换电服
务网络，截至目前，威海市已
建成集中式充电站1座，交、直
流充电桩 24个，可同时满足 8
辆电动公交车、24辆电动小轿
车同时充电的需求。

威威海海将将建建新新能能源源公公交交充充电电网网络络

本报 11月 11日讯 (记者
冯琳 通讯员 于永波 ) 8
日，文登区正式开通威海国际
机场至文登的巴士线路，起点
为文登昆嵛大厦，终点为威海
国际机场，共设5个站点，单程
时间为30分钟，票价10元/位。

机场巴士由威海公交集
团旅游出租分公司经营，将为

选择机场航班方式出行的旅
客提供最便捷的转接服务。机
场大巴的运行线路为昆嵛大
厦—中心医院—倪氏海泰—
新车站——— 威海机场，共设 5
个站点。

威海机场巴士始发站昆
嵛大厦每天发车时间分别为8:
00、9:00、13:00、14:00、19:30、

21:30，威海机场发车时间为9:
30、10:30、14:30— 15:00、15:
30— 16 :00、21 :00、22 :30，返
回时间根据机场航班进行临
时调整。

文登城区通往威海机场
的大巴车型为2辆高一级35座
空调软座大巴，目前试运行期
间，每天发送 4— 6个班次。旅

客只需在规定站点乘坐机场
巴士，便可快捷到达威海国际
机场。

目前，威海机场巴士按照
机场航班冬时令表进行运行。
此外，提醒旅客注意，飞机起
飞前 3 0 分钟停止办理登机手
续，请根据自己所乘航班起飞
时间合理选择乘车时间。

文文登登城城区区开开通通机机场场巴巴士士专专线线
设5个站点，单程时间为30分钟，票价10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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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趣味味运运动动会会
11日，张村镇华锦、怡沁园、永兴园、峰西四社区与威海七中联

合举办了趣味运动会。运动会共设乒乓球、争分夺秒、一圈到底等6

个项目，200余人参加。
本报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戚馨元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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