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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威海6月16日讯(记者
王震) 16日9时30分，文登

文昌路味精岗北侧，一辆重型

半挂车断裂“瘫痪”路上。这辆
车两天前因超载被处理过，幸
好无人员伤亡。

文登交警高速中队赶到现
场时，这辆斯太尔绿色重型半
挂牵引托盘车停在路上，头北
尾南，托盘中间拦腰截断，部分
机件散落在路上。

民警发现司机脸熟，原来，
两天前该车因运送桥板严重超
载被处理过。司机介绍，16日早，
他由初村向荣成送桥板，卸货后
返回，他在驾驶室内突然觉得有
连续且奇特的震动，于是停车下
来观望，才发现整个车盘从中间
全部断裂，托盘前端翘起。

民警分析，这起奇特单方
事故应该是平时经常超负荷运
载造成的，司机为多拉快跑忽
视车况检查和保养，导致盘体
焊接处断裂。

货货车车行行驶驶中中突突然然一一断断两两截截
两天前这车超载，司机被查过

本报威海6月16日讯(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朱同伟)
男子李某手头拮据，在网上

挂信息出租自己的房赚钱，但
他还带人看房、还敢收定金，一
旦对方发现，他就退钱，以此

“倒钱用”。不仅如此，李某还盯
上大学同学的房子，在网上发
布信息出租人家的房子，还敢
收定金，最终自己被拘留了。

男子李某痴迷赌博，手头
拮据，将自己位于后峰西的房
子出租，自己则搬到楼下的大
学同学张先生家蹭住。今年2月
25日，李某的房屋出租信息发
布在某生活网站，房子很快租

了出去，但他没有撤销租房信
息。此后，陆续又有几个人看中
了他的房子。

自己手头没钱，又有人看
中了房子，李某索性收人家的
定金。一旦对方发现房子已有
人住，李某再退定金，“只是想
用这用方法救急，并不是不想
还了”，李某用下一个人的定金
还前一个人的定金，以此“倒钱
用”。

这种“倒钱用”的方法不能
救急，李某盯上了张先生的房
子，又在某生活网站上挂出信
息出租张先生的房子。5月初，
于女士看到这个租房信息来看

房子，恰好张先生不在家，李某
称房子是自己的，若于女士有
意租，自己会尽快搬走。于女士
支付部分房租并表示想先拿门
钥匙，提前搬些家具进来。李某
一口答应，给了于女士一把钥
匙，其实这是一把废弃钥匙。

6月14日晚，于女士打不开
租房门，便致电李某，李某谎称
人在经区回不去，“可能是钥匙
给错了”。可就在这时，张先生
回来开了门，一番沟通，张先生
得知自己被同学暗算，于女士
也得知自己被骗，便向涝台边
防派出所报警。因诈骗，李某被
行政拘留10日。

男男子子一一房房多多租租““倒倒钱钱用用””被被拘拘
自己的房租出去了，他还敢带人看房收定金，不过瘾他又盯上同学的房子

招招商商引引资资先先进进单单位位
获获奖奖550000万万元元

本报威海6月16日讯(记
者 陈乃彰 通讯员 于淑
华) 近日，市财政局拨付专
项资金5 0 0万元奖励表彰

“2015年度招商引资工作先
进单位”，这些单位由市政府
表彰。

据统计，去年威海在建

内资项目到位资金734亿元，
增长 1 5 %；实际到账外资
11 . 2亿美元，增长10 . 7%；境
外实际投资3 . 1亿美元，增
长59 . 4%；新签对外承包合
同额10 . 2亿美元，增长31%，
全市招商引资规模和结构取
得历史性突破。

荣荣成成国国税税送送创创业业政政策策支支持持

本报威海6月16日讯(通
讯员 刘恒涛) 日前，荣成
国税局青年税收宣传队到哈
尔滨理工大学荣成校区大学
生创业孵化中心，现场发放

《税收优惠政策选编》及《办
税指南》等宣传资料300余
份，向有自主创业意向的毕

业生全面宣传讲解小微企业
等税收优惠政策，解答他们
的各类税收疑问，并按照部
分毕业生的请求现场模拟填
报《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等资
料，使他们对税收优惠政策
的学习掌握一目了然，增强
了他们创业发展的信心。

档档案案宣宣传传在在身身边边

本报威海6月16日讯
6月9日国际档案日，文登区
档案局以服务民生为主题，
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6月5
日起，该局举办档案知识有
奖答题活动，本着“寓教于
乐”的原则，与“文登之窗”
等新媒体合作，通过网络、
微信平台举办为期10天的
档案知识有奖答题赠红包
活动，提高广大市民参与积
极性，扩大档案知识覆盖

面，目前已有1万多名市民
踊跃参与其中。6月6日，在

《文登大众》报纸上开辟“档
案宣传日”专版，重点宣传
档案相关法律法规和档案
利用知识，增进市民对档案
的了解。6月13日和14日，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将
组织学校学生到文登区档
案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
动，引导他们了解档案，增
进档案意识。

14日，由市老年体协主办
的老年门球赛在乐天体育休
闲公园举行，来自16支老年代
表队的百余位老人共享门球
之乐。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门门球球赛赛

在去年车型市场中，小T车
型不少，以A级车为例，别克威
朗搭载1 . 5T直喷涡轮增压发
动机，福特新福克斯的 1 . 0
GTDI发动机，东风雪铁龙新
C4L全系车型搭载的1 . 2THP
发动机，及大众新朗逸搭载的
1 . 2 TSI蓝驱版等。小排量T动
力车型逐渐成为市场主流。小
T市场之所以会成为车企竞相
争夺的“香饽饽”，其中至关重
要的原因在于其自身先进技
术、低油耗、强动力的优势表现
且符合市场需求，兼顾经济性。
性能优势明显 小T也能大作

先进技术支持、强劲动力
表现，更具经济性的油耗，这些
都是小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越

来越受青睐的重要原因。以东
风雪铁龙新C4L 1 . 2THP为代
表，其凭借各项优势脱颖而出，
拥有“高性能、低油耗、超平顺”
三大特点。其采用了同级罕有
的小涡轮技术，在动力性上，
1 . 2THP发动机采用了目前业
界最为领先的缸内高压直喷技
术，提升燃烧效率，从而增高输
出扭矩和功率。除了高性能的
动力，新C4L 1 . 2THP在降低
油耗方面同样应用了不少新技
术 。其 中 最 直 观 的 便 是
1 . 2THP发动机所采用的模块
化全铝合金轻量化缸体。重量
方面比原来的1 . 6L自然吸气
发动机轻了3 . 8kg，降低了车
辆运行时的负重及摩擦消耗，

配合STT智能启停技术进一步
达到降低油耗的目的。

这款1 . 2THP还荣获了
2015年1 . 0L-1 . 4L组别的国际
发动机大奖。这台发动机与相
同功率的四缸发动机相比，重
量减轻了25%，以节省油耗。且
新C4L 1 . 2THP发挥“T+STT”
节油本色，最高节油即能达到
15%，其5 . 4L/100km的油耗表
现将使消费者难以拒绝这枚

“小钢炮”的诱惑。
契合市场需求 凸显经济性

汽车动力领域的发展趋势
A级车市场中小T车型日渐增
多，如大众、丰田、通用等车厂
都纷纷投产1 . 0T、1 . 2T等更小
排量的发动机。此外，随着此类

车型产量的增加，其成本优势
亦会紧随下降，并有望以更实
惠的价格让利消费者。以涡轮
增 压 小 排 量 先 锋 新 C 4 L
1 . 2THP为例，从官方公布的
售价来看，价格区间在13 . 99
至16 . 19万元之间。并且近日，
从东风雪铁龙某经销商了解
到，目前购置C4L部分车型还
可优惠20000元，其整体性价比
不得不令人称赞。

“小T大作”代表了发动机
先进技术的方向。对于消费者
而言，其不仅能满足动力输出
需求，且能节省使用成本，还能
有效促进节能减排。这场由消
费和技术引发的“小T大作”，
很有可能演变成为A级车竞争
的关键所在。对于车企而言，唯
有把握住市场“小T大作”的正
确走向，才能搭上发展快轨，赢
得消费者的芳心。

小小TT动动力力强强 不不是是说说说说而而已已

加加强强中中医医药药防防治治疾疾病病

本报威海6月16日讯(通
讯员 徐东京 郭旭芝)
眼下正值感冒季节，黄山卫
生院针对辖区医生在治疗感
冒方面很少使用中药的情

况，医院组织药剂师向乡村
医生普及讲解治感冒效果
好、治愈快的中成感冒药的
功效，是百姓的首选，受到百
姓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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