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双十十一一，，他他们们因因售售假假制制假假被被抓抓了了
当天威海警方查了两网店、两造假窝点，一人被刑拘，另几人被取保候审

元旦到济南

动车票紧张

本报11月15日讯(记者 冯琳)

元旦还有一个半月，但元旦威海
发往济南方向的动车票已走俏，其
中1月2日、3日上午的班次已售罄。

G476是威海至济南的上午班
次动车，平时每逢周末车票就紧
俏，元旦期间更紧。截至15日傍晚
记者发稿时，该班次1月2日、1月3
日的票已全部售罄。除该班次，元
旦期间，威海至济南的动车下午班
次也出险不同程度的紧俏，北京方
向稍宽松，上海方向最宽松。

双十一意味着商机，
也隐含着破案线索。

11月11日当天，市公
安局经侦支队侦破了一
起网上销售冒牌鱼竿案，
查处两家网店、两处生产
窝点，案值5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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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1月 15日讯 (记者
冯琳) 日前，中韩旅游季

节开幕，持续至明年3月底，
威海市民去韩国旅游也很
便宜。多家旅行社表示，目
前韩国游价格已到近几年
同期最低，比往年同期便宜
300元左右。

文化路一旅行社工作
人员介绍，目前韩国游价格
很低，双船韩国 5 日游纯玩
团仅千元出头。“如今去韩
国旅游性价比很高，一方面
价格便宜，另一方面去韩国

旅 游 ，各 种 手 续 越 来 越 便
利，电子签证实施使得游客
预订后不需等太久就能出
发”。业内人士也表示，韩国
游便宜主要是受烟台、青岛
等临近城市打价格战的影
响，目前价格已不算“理性”
不排除触底反弹。

11月以来，进入全年最
大旅游淡季的各旅行社将
希望寄托春节。中国国旅(威
海)国际旅行社运营中心经
理赵维阳介绍，他们旅行社
早在 1 0 月份就已预订春节

期间去韩国的机票，目前部
分线路价格已出炉，该旅行
社将韩国游瘦身为4日游自
由行挤进元旦。

对今年春节期间的出
境游市场，各旅行社总体上
还算信心满满。受访的 3 家
旅行社表示，韩国游、台湾
游在春节期间预计仍像往
年一样很火，他们预计，今
年春节期间各出境游线路
价格预计与往常年相比变
化不大，线路上或许会更多
元化。

韩韩国国游游价价格格触触底底比比同同期期低低330000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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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完善邮储银行合规管
理工作，全面提升邮政金融整体合
规经营水平，邮储银行威海市分行
于近期全面启动了2015年“合规回
头看”活动。

本次活动以“全员合规”为主
题，重点围绕“四看”开展：一看问
题查找是否彻底；二看问题整改
是否到位；三看违规问责是否符
合规定，四看“十条禁令”是否有
效执行。其中，查找问题是关键，
问题整改是核心，违规问责是保
障。活动内容包括学习制度与手
册、观看警示片、彻查问题、全面
整 改 、严 格 问 责 、落 实“ 十 条 禁
令”、制度梳理等。活动范围包括
邮储银行各级机构和邮政代理金
融机构，将持续三个月。

“合规回头看”活动旨在进一步
改进优化业务流程，建立健全合规
工作机制，重点解决违规问题屡查
屡犯、履查不改及责任追究不到位
的问题，持续加强重点风险环节管
控，持续推进合规文化建设，实现

“要我合规”向“我要合规”转变。
为保障“合规回头看”活动顺利

开展，取得实效，邮储银行威海市分
行、邮政集团公司威海市分公司成
立活动领导小组，制定了切实可行
的活动实施方案，对活动内容和步
骤进行了周密部署。同时，邮银联合
制定了督导方案，并建立专项考核
机制，以督导促执行，以考核促提
高，有效调动了各级机构和全体员
工的积极性，确保活动扎实有序进
行。

邮储银行威海市分行

积极开展“合规回头看”活动

根据齐鲁晚报威海记者站

实际情况和发展要求，今日威

海社区报《巷里》自2015年11月

9日起正式停刊。自停刊之日

起，任何人未经允许，打着齐鲁

晚报的名义办理社区报，我们

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齐鲁晚报·今日威海

公公告告

本报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夏旭东

扎 两网店，半年卖200余万元冒牌鱼竿

今年 9月，市公安局经侦
支队接举报，威海两家网店出
售某品牌鱼竿，远低于市场价，
疑是假冒。民警对这两家网店
展开调查，并从淘宝总部获取
了这两家网店的相关信息。

经查，“独钓寒江雪”、“勤
快鱼”两家淘宝网店销售假“达
瓦”、“禧玛诺”等品牌鱼竿，销
售区域辐射河北、浙江、四川、
安徽等多省份，近半年的数据
销售额就高达200余万元。

11月 11日上午，民警来
到环翠区张村镇一门市房前，
这里一楼是网吧、浴池，民警
在里面和后院搜索多时，在一

隐蔽拐角处发现了楼梯，上了
二楼，只见一房间内摆着3台
电脑，一妇女正通过QQ、“阿
里旺旺”联系买家。该房间隔
壁是仓库，堆了各种型号的鱼
竿、渔具。民警查封这些库存
的鱼竿、渔具，从电脑内调取
相关销售记录。这里正是“独
钓寒江雪”网店。

“勤快鱼”则藏匿在张村
镇一居民楼内。民警进入家
中，只见客厅、房间内摆满了
各种型号的鱼竿。店主称，这
套房屋仅供他开网店，除了灶
具和简易家具再无其它生活
用品。

扎 一家三口，山中平房造冒牌鱼竿

“独钓寒江雪”、“勤快鱼”
两家网店的进货渠道，分别来自
张村镇一小型渔具企业、一家庭
式作坊。涉案的渔具企业生产鱼
竿，但为拓宽市场，经常生产冒
牌鱼竿、渔具，低价售给网店店
主。

双岛工业园一山上，沿泥路
上山数里，半山一处院落便是生
产假鱼竿的作坊。民警赶到时，
嫌疑人刘某正准备驾面包车去
物流公司送货，在车上，民警查
获已包装好的3箱假冒鱼竿。两
间贯通的民房就是生产车间，简
易的加工机器、原材料、假防伪
标签、成品鱼竿杂乱堆放，工人

只是刘某和他的父母。
刘某曾在渔具企业打工多

年，有经验和技术。刘某交代，
以某型号鱼竿为例，他生产一
只的成本只有二三十元，以四
五十元的价格卖给网店，网店
加价出售，而这种型号的正品
鱼竿售价200余元。

刘某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罪被刑拘，两家网
店店主、涉案企业的负责人因
涉嫌相同罪名被取保候审。本
案已经公安部组织河北、浙江、
四川、安徽等地警方发起集群
战役，相关案件侦破还在进一
步进行中。

▲民警在家庭式作坊内查获大量假冒鱼竿。 (威海市公安局供图) 乳山800新人

领取计生服务包

本报讯(通讯员 李敏) 9月1
日起，乳山市卫生计生局在民政局
设“计生服务礼包”免费发放点，向
全市所有新婚登记夫妇免费发放。

截至目前，共有800余名新人
领到这套为新婚夫妇量身订做的大
礼包，其中主要包括《婚育宝典》宣
传书、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宣
传单、“单独两孩”宣传单、“阳光培
育”工程宣传单及2盒避孕套。

11月12日13时30分许，在经区
崮山镇百尺所村码头北侧约1海里
海域内，发现一具无名男尸，尸体高
度腐烂，身高约1 . 75米，体型中等微
胖，上身穿深灰色秋衣，下身穿黑色
裤子、深灰色秋裤、灰色袜子。请知
情 者 与 我 所 联 系 ，电 话 ：0 6 3 1 -
5385110。
威海经区公安分局崮山边防派出所

2015年11月15

尸源协查

本报11月15日讯(记者 陈
乃彰) 11月15日，由中共威海市
委宣传部、共青团威海市委、威海
市民政局共同主办的“君子之风·
慈善威海”2015威海市大型慈善
活动晚会在威海市体育馆举行。
全市千余名爱心人士齐聚晚会，
共同见证爱心的传递。

此次慈善晚会旨在弘扬乐善
好施、扶危济贫的“君子之风”，营
造良好的社会风尚。晚会现场共
表彰了最具爱心慈善企业29家，
最具爱心慈善楷模17位，最具爱
心慈善团队17支及最具影响力慈
善项目9项。这些奖项的设置既是
一次对爱心行动的表彰，同时更

是一次伟大爱心的传递。此外，晚
会还邀请了央视少儿节目主持团
队及知名艺术家前来助阵。

在晚会中，“长城关爱大本
营”的创始人刘长城及受其帮助
的双胞胎姐妹也来到了现场。四
年里，刘长城带领他的团队不仅
为患病的姐妹俩支付了所有治疗
费用，还解决了孩子的上学问题。
双胞胎母亲表示，“非常感谢长城
大哥及爱心大本营的每位志愿
者，让自己从非常艰难的生活一
直走到现在的幸福生活。”同时也
正是由于这些好心人士的爱心行
动，让我们的城市威海显得更加
温暖。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供电所管理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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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
会。 通讯员 孙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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