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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偷偷盗盗车车牌牌，，留留下下微微信信号号
这种缺德小偷要求车主微信转账“赎回”车牌，警方已立案

本报威海5月23日讯(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王任斌)
近期，乳山市白沙滩镇发生

多起车辆的车牌被盗案件，不
法分子留下微信号，要求受害
人转账“赎回”车牌。

5月份以来，乳山市白沙滩
边防派出所不断接到报警，在
银滩的维利亚小区、山水人家
小区、颐和山水小区等处，接连
发生数起汽车牌照被盗案件，
被盗车辆的挡风玻璃上均有小
偷留下的字条，要求车主将其
加为微信好友。

以往的此类案件中，小偷
往往是留下电话号码，以勒索
车主通过银行转账来赎回车
牌。而这一系列案件中，小偷又
把传统手法升级了，留下微信
号，要求车主通过微信转账进
行敲诈勒索。

民警对警情研判后确认，
小偷的作案时间为凌晨0时至5
时之间，大多选择外地车牌。而
因为外地车牌补办起来不方
便，车牌被盗后，部分车主报
警，也有部分车主选择微信转
账来“赎回”车牌。

目前，乳山警方已经对这
一系列案件立案侦查，并加大
警力巡逻力度。

民警提醒，本地车牌若被
盗，车主携带身份证、车辆行驶
证、机动车登记证书等证件，到
当地车管所补办；若是外地车
牌被盗，要到公安机关报案，领
取一份公安机关开具的立案证
明，并携带身份证、车辆行驶
证、机动车登记证书等证件回
车辆登记注册地的车管所补
办，路上遭遇交警查车，可向交
警出示上述证件。

本报威海5月23日讯(记
者 孙丽娟 通讯员 程
朋) 5月22日，2017年威海
市——— 云阳县电子商务乡村
旅游培训班正式开班，这是
威海市对云阳县开展对口扶
贫工作的又一重要举措。

此次培训班旨在提升重

庆市云阳县“乡村旅游”和“电
子商务”项目相关人员的专业
知识与职业能力，助力精准扶
贫协作。威海市人社局专门委
托威海职业学院承办此次培
训活动，培训对象主要为云阳
县乡村旅游和电子商务领域
的优秀创业者、从业者。

对对口口帮帮扶扶培培训训

本报威海5月23日讯(记
者 陶相银) 23日，以社区
民警戚恩雨为原型的电影

《片警“亲戚”》正式开机，由
国家一级演员魏积安担任主
演。

电影《片警“亲戚”》是以
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

范、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
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戚恩
雨的事迹改编拍摄的，由全
国政协委员、国家一级演员
魏积安主演，由陈晓明担任
导演。影片预计将于7月份在
中央电视台6套播映，同时在
网络媒体全网播出。

《《片片警警““亲亲戚戚””》》开开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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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威海5月23日讯(记者
陶相银) 23日，交警部门通

报了一起交通死亡事故。事故
中，一辆摩托车没有减速让行，
追尾撞上一辆大货车，摩托车
司机死亡。

事故发生在4月1 9日的
15时30分许，在羊亭镇海峰
路阮家口村路段，一辆摩托车
与一辆货车相撞，事故造成摩

托车司机死亡。从路口的监控
视频中可以看出，货车拐弯进
入东西向的海峰路后，一直跨
着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的
分道线行驶，后方驶来的摩托
车径直撞向了货车左后方的
尾部。

在事故现场的一侧，有一
块“减速让行”的交通标牌，提
醒由西向东行驶的机动车经过

该路口时要减速。但在监控中，
摩托车显然没有减速，而是快
速行进，因躲闪不及撞上了货
车。

后经民警调查，摩托车司
机王某是无证驾驶，事故中货
车司机也存在观察不周、驾驶
操作不当的行为。

目前，这起事故还在调查
处理之中。

无无视视交交通通标标牌牌 摩摩托托追追尾尾货货车车

本报威海5月2 3日讯 (记
者 林丹丹 ) 日前，威海市
一季度近岸海域海水质量监
测与评价工作结束。监测结

果显示，1—3月份，威海近岸
海域环境质量状况稳定，海
水温度、盐度及营养盐与历
史同期基本保持一致，但受

持续强风天气影响，海水中
悬浮颗粒物浓度相对较高，
海水透明度较差。

请请爱爱护护广广电电设设施施

当前，金融业态和市场竞
争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传统公
募基金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
布局势在必行，财富管理践行
普惠金融的步伐加快进行。5
月23日，华安基金与成都农村
商业银行互联网金融战略合
作发布会在成都召开，同时华

安T+0货币基金业务在成都农
商银行直销银行平台上线，这
拉开了两家机构在互联网金
融战略和业务合作的序幕。

作为华安基金在国内互联
网金融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成
都农商银行通过直销银行平台i
邦银行与华安基金无缝对接，为

客户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低门
槛的普惠金融服务，足不出户实
现财富的保值增值。以本次战略
合作发布会为起点，双方将基于
共同的合作宗旨，致力于向更多
互联网用户提供优质服务，实现
互联网金融业务在西南区的快
速发展。

布布局局西西南南区区 共共建建金金融融生生态态圈圈
华华安安基基金金与与成成都都农农商商行行互互联联网网金金融融战战略略合合作作开开启启

在人口老龄化、生活环境
复杂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医疗
行业投资价值将进一步显现。
记者了解到，建信高端医疗股
票型基金5月2 2日起正式发
行，该基金股票仓位不低于
80%，以高端医疗服务为切入
点，瞄准医疗行业投资“钱”

景。投资者可通过各大银行等
代销机构以及建信基金直销
渠道进行认购。

据了解，建信高端医疗投
资于医疗保健中的“精高尖”
领域，包括医疗、制药、器械、
养老等相关产业。在具体投资
中，该基金将深入研究发达国

家新的医疗模式和医疗产业
升级状况，同时，采用“自下
而上”的个股选择策略，通过
广泛选择投资标的，多维度认
可标的价值，重点挖掘具有高
成长性、高盈利性、高壁垒性
三大特点的优质医疗股进行
投资。

在今年前四个月的各
类基金收益中，股票型基
金收益率为3 . 41%，偏股混
合型基金收益率为2 . 49%，
而量化基金的平均回报率
仅为-1 . 9%。在投资者纷纷
质疑量化基金的声音中，
景顺长城旗下量化基金业
绩 却 显 得 非 常 突 出 。据
Wind数据统计显示，其投
资总监黎海威管理的景顺
长城量化新动力和景顺长
城量化精选，分别在同期
73只主动管理的量化基金

中排名第1名和第12名，表
现相当抢眼；而在4 7个增
强指数型基金当中，景顺
长城沪深3 0 0指数增强更
是以10 . 16%的收益率勇夺
第一。在当前量化基金普
遍 表 现 低 迷 的 市 场 环 境
下，景顺长城旗下的量化
基 金 展 现 出 很 好 的 稳 定
性 ，据 景 顺 长 城 量 化 及
ETF投资总监黎海威介绍，
其量化模型以基本面选股
作为主要的收益来源，在价
值和成长之间保持平衡。

一一季季度度，，近近岸岸海海水水挺挺好好

优优生生优优育育全全国国大大型型科科普普教教育育开开课课了了

本报讯 23日上午，在张
村镇园区党群服务中心，全国
大型公益推广优生优育科普教
育活动在此举行。据悉，首批公
益将推广普及到威海三市一区
及乡镇，普及内容循环科普。

在当天的活动中，工作人
员先后普及了优生优育、新生
儿常见疾病的观察与护理，家
庭小儿保健食谱及中医小儿推
拿以及家庭养老保健的疾病护
理及营养膳食的搭配等内容。
接下来，该公益活动将推广普
及到威海三市一区及乡镇。

据悉，为了大力发展中医

文化传承，中医保健，百万人员
普及到城镇、乡村、学校，积极
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为“健康
中国”服务，儿童保健，减少妊
娠并发症及儿童常见疾病的观
察与护理，达到优生优育自然
分娩，改善老年人的中医药保
健和营养搭配，降低并减少突
发疾病，达到家庭保健目的。基
于此，威海润驰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作为本次全国大型公益活
动的推广单位，积极推广优生
优育科普教育，旨在推动妇幼
保健、养老居家保健与中医药
融合为中心，加强普及优生优

育、中医家庭保健公益事业的
推广。

威海润驰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是培训母婴及居家养老高级
技师专业教育机构，是教育和
服务输出两大板块为一体的综
合性公司。公司全国战略部署
产业，大型月子会所和养老地
产，公司内部解决大量专业就
业输出人员上岗。拥有权威十
大师资培训资质、全国统一价
格、服务标准化、透明化，师资
力量雄厚，致力于高端服务人
才的培训、培养，考核合格颁发
国家权威机构证书。

本报威海5月23日讯
近日，环翠区广电网络公

司组织人员在辖区内开展
了广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
宣传月活动。印刷了《关于
依法维护广电传输设施安
全的通知》，大宣传单1 0 0
份，在农村村委会、小区物

业等宣传栏内张贴；小宣传
单1000份，在集市、营业厅
等场所进行发放宣传。印制
了“依法保护广电传输设
施，保障广电安全传输”横
幅，悬挂在广电营业厅、小
区现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加
强宣传。

经经区区国国税税举举办办营营改改增增大大辅辅导导活活动动

本报威海5月23日讯(通
讯员 张广杰) 近日，经区
国税局举办营改增大辅导活
动。

经区国税局按照分层
级、分行业、分类别的“精准”
培训要求，先后举办3期营改
增大辅导活动。该局聘请会
计师事务所讲师，邀请建筑

安装、房地产、金融、现代服
务四大行业50余户企业财务
负责人召开营改增大辅导培
训会。培训会中，重点围绕营
改增一般性政策、营改增优
惠政策、增值税进项抵扣政
策等方面进行深入解读，并
解答纳税人关于计税方法、
发票开具等涉税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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