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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子子醉醉驾驾撞撞死死人人，，同同车车女女子子顶顶包包
两人不下车，车内换座位，被监控全程拍下

本报4月11日讯 (记者 孙
丽娟 通讯员 闫长春) 男子
梁某醉驾发生交通事故，致自
行车驾驶员死亡。梁某为避免
处罚，让同车女子曲某顶包，两
人在车内调座，这一幕被监控
全程拍下。

7日2 1时许，荣成石岛管
理区黄海北路吉兴商场北，一

辆行驶中的轿车撞倒一辆自行
车，骑车人当场死亡。荣成交
警赶到现场，肇事车辆仍停在
原地，车内有一男一女，女子
曲 某 自 称 驾驶员 。询 问 过 程
中，民警闻到副驾驶座上的男
子梁某一身酒气，自称驾驶员
的曲某则支支吾吾。民警调取
监控。视频显示，事发时正是

男子驾车，事发后，两人迅速
在车内调换座位制造女子曲某
驾车假象。

起初，梁某矢口否认驾车，
经过3个多小时的审讯，8日早
晨，梁某不敌“铁证”，承认并交
代了肇事经过。

事发当晚，梁某喝酒后驾
车载着朋友曲某沿黄海北路由

北南行，行至事故地点与一辆
自行车相撞，致自行车驾驶员
死亡。为避免处罚，梁某怂恿曲
某顶包，两人在车内迅速调换
了座位，岂料两人调换座位的
经过被监控全程记录。

8日，因涉嫌交通肇事罪，
梁某被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
审理。

本报4月11日讯 (记者 陶
相银 通讯员 阮宝勇) 4月9
日、10日，2016年全国山地自行
车冠军赛第二站在里口山风景
名胜区开赛。全国12个省、市及
地区的116名山地自行车选手
决出了8个组别的冠军。

全国山地自行车冠军赛在
全国分5站举办。今年分别在安
徽宣城、山东威海、辽宁抚顺、
黑龙江哈尔滨、甘肃天水举办。
全国山地自行车冠军赛“威海
站”比赛主题是“亲近自然，骑
行未来”。

9日举行的是女子山地车
越野赛、男子山地车越野赛。当
天，江苏队王雪莲夺得成年女
子组冠军，云南队者清华夺得
青年女子组冠军；云南队吕先
景、安徽队张迎澳分别夺得男
子越野赛成年组和青年组冠
军。

10日举行的是女子山地车
计时赛和男子山地车计时赛。
其中，云南队吕先景以13′00
″18再次夺魁，

此次比赛场地位于里口山
风景名胜区，该区域定位为城

市山地公园，是山东省级风景
名胜区，威海六大重点区域之
一，有天然“氧吧”、城市“绿肺”
之称。规划面积65平方公里，涵
盖华夏城、仙姑顶、广福寺等景
点。里口山群峰拱卫，松柞苍
郁，花草满坡，风景奇胜，是山
地运动的首选之地。

近年来，里口山风景名胜
区着力打造国内首屈一指的国
际山地自行车赛道系统，由美
国国际山地自行车联盟中国代
表处严格按照国际赛事标准设
计，赛道系统一期工程重点修
建主要包括休闲绿道9公里、中
高级赛道5公里、技巧公园1处、

驿站2处，既可满足城市居民休
闲骑行需求，又能承接国际性
山地自行车专业赛事。

依托该赛道，里口山已成
功举办里口山国际山地自行车
友谊赛、山地自行车邀请赛等
赛事，高水准赛道和服务得到
广泛好评。

全全国国山山地地自自行行车车冠冠军军赛赛第第22站站
111166名名山山地地车车选选手手驰驰骋骋里里口口山山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6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实施《装备制造业标准化
和质量提升规划》，引领中国
制造升级。华夏高端制造灵活
配置混合型基金拟任基金经
理代瑞亮表示，华夏高端制造
基金重点投资于具备产业转
移和产业升级方向的高端制

造行业或者具有新模式的、向
高端制造及工业4 . 0转型升级
的其他企业，将于4月11日到5
月6日期间发行，投资者可在
中行等各大银行、各大券商及
华夏基金认购。

该基金拟任基金经理代
瑞亮投资风格积极进取，策略
灵活，擅长对优质成长股精选

投资，作为资深机械行业研究
员，对高端制造行业现状和发
展趋势有深刻理解和敏锐洞
察。

谈到具体的投资方向，代
瑞亮表示，新基金将重点投
资：一是工业智能化及物联
网。二是新型节能环保。三是
军民融合。四是通用航空。

华夏基金代瑞亮：制造立国 制造强则中国强

在经历了开年的股市震荡
之后，投资者对中低风险金融
产品的偏好大幅上升，“先保本
再增值”成为投资者的共识，保
本基金也迎来发行的春天。
Wind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一
季度全市场成立了31只保本基
金，累计募集规模达760亿元。

记者获悉，中银国际证券首只
公募产品——— 中银证券保本1
号正在火热发行中，募集上限
50亿，额满即止。

据了解，中银证券保本1号
的股票等风险资产的投资比例
不高于40%；债券、货币市场工
具等保本资产的投资比例不低

于60%。该基金“股债四六开”的
投资比例设置，能够更好的分
享两类市场的收益机会。而在
目前债券收益率普遍走低的环
境下，保本基金通过参与权益
市场能提高整体的收益率水
平，满足投资者较高的预期收
益率。

保本基金迎暖春 中银证券保本1号正在募集中

一个是紧凑型SUV市场的颜
值担当，一个是东方卫视当家真人
秀节目；舞台内外，全新CX-5与

“极限男人帮”都彰显出过人智慧
与胆识，倾情演绎人与车之间的独
特情谊。

来自长安马自达的最新消
息！由上海东方卫视制作的大型
励志体验真人秀节目《极限挑
战》第二季即将在4月17日播出，
本季节目中备受瞩目的“极限男
人帮”座驾近日也火热揭晓：长
安马自达全新CX-5凭借出色的

外观设计、强劲的动力系统成为
节目官方指定座驾。

又添大牌驾驶员

全新CX-5牵手东方卫视“极限男人帮”

本报4月11日讯 (记者 许
君丽 ) 春夏交替，正是过敏性
鼻炎多发季。4月9日“全国爱鼻
日”，威海市立医院钦村门诊部
举行爱鼻日免费筛查过敏源活
动并呼吁“关爱鼻子健康，你我
他在行动”。

春夏交替正是过敏性鼻炎
的多发季，9日，威海市立医院

耳鼻喉头颈外科与威海市眼耳
鼻喉专科医院耳鼻喉二科联合
举行过敏性疾病的义诊咨询和
讲座，现场免费复查尘螨过敏
原，不少鼻疾病患者前来咨询
就诊。当日，市民刘女士通过皮
肤点刺实验过敏原筛查，显示
是尘螨过敏。市立医院耳鼻喉
头颈外科副主任李吉洲介绍，

鼻子不通气、打喷嚏、眼睛干痒
这些症状常常被患者忽视或误
认为感冒，其实不少是过敏性
鼻炎。眼下正值春末夏初，昼夜
温差大，飞絮、花粉、细菌、尘螨
等过敏源增多，极易导致过敏
性鼻炎频发。

记者采访了解到，许多鼻
炎患者经常不经医生指导进行

自 我 治 疗 ，延 误 最 佳 治 疗时
机，使病情逐渐加重。李吉洲
建议，过敏性鼻炎患者首应该
找到过敏源。“有些病人如果
对螨虫过敏，螨虫在棉絮、地
毯下最多，建议这类病人家里
不要养宠物，少用或不用羽绒
被，空调防罩网要常清洗，减
少过敏源。”

春春夏夏交交替替，，关关爱爱鼻鼻子子从从预预防防开开始始
威海市立医院提醒：鼻子问题别总归结为小毛病或感冒

威海供电

周期检定保精准

本报4月11日讯 (通讯员
刘冰 ) 为确保电能计量标准设
备对公司及客户电能计量装置
检定结果的准确性、公正性和权
威性，满足公司考核用计量装置
及客户需求，近日，威海市供电
公司营销部检验检测班向山东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检定到
期三相电能表检定装置的申请，
并顺利完成检定。

一季度电影票房

收入2402 . 6万元

本报4月11日讯(记者 许君
丽 通讯员 龙国栋 ) 记者从
市文广新局了解到，2016年一季
度电影市场持续升温，全市17家
影城票房较去年均有明显增长，
票房总收入2402 . 6万元，比去年
同期增加908 . 46万元，同比增长
60 . 8%，创历史新高。

4月11日下午，文登消防
大队组织当地一大型制造企
业安全人员进行模拟事故应
急演练，掌握消防器材使用
方法。 本报记者 王震
通讯员 邢晶晶 摄影报道

演

练

威扬律师贾彬

荣膺“全国优秀”

本报4月11日讯(记者 陶相
银) 日前，第九次全国律师代表
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山东威
扬 律师事务 所 主 任 贾 彬 荣 膺

“2011—2014年度全国优秀律师”
称号。

全国律师代表大会是中国
律师行业最高级别会议。本次会
议，354名律师作为全国2 . 4万多
家律师事务所和30万名律师的代
表出席。会议表彰了200名全国优
秀律师，山东省有12人获此殊荣，
贾彬名列其中，也是威海唯一一
位。

贾彬是山东威扬律师事务
所主任兼党支部书记，1996年执
业以来，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
律，以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娴熟的
业务技能，为社会提供优质法律
服务，先后获威海律师行业模范
党员、威海法律服务工作先进个
人、威海优秀律师、全省司法行
政系统先进个人、十佳青年律
师、全省争创人民满意律师先进
个人、省司法厅个人二等功、山
东省十佳律师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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