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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解放军第四○四
医院拟对X线血管造
影机配套用房改造工
程(含放射防护)对外
公开招标，项目建筑
面积约650平方米，计
划投资60万元，其中
含放射防护约 2 9 万
元。欢迎具有装饰装
修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以上资质企业来我院

报名，报名时需提供
企业资质证明材料，
报名截止日期2017年
12月22日。

报名地址：威海
市环翠区宝泉路8号
内科楼4楼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5344036
解放军第四○四医院

2017年12月15日

迁址公告
尊敬的客户：
因业务发展需要和

公司规模的扩大，自12
月14日起，泰康人寿保
险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威
海中心支公司搬迁至新
的办公地址。因搬迁对
各位客户带来的不便，
我们深表歉意，敬请谅
解！

新办公地址：威海
市环翠区青岛北路19号

9楼至12楼(招银大厦北
门泰康人寿)

联系电话：0631-
5205522 5865522

借此乔迁之际，泰
康人寿威海中支全体员
工对您长期以来给予的
关注、支持和帮助表示
诚挚的谢意，并敬请您
在未来给予泰康人寿更
多的支持！

我们将以此为新起

点，加快发展步伐，拓宽
服务领域，竭诚为各位
尊敬的客户提供更满意
的保险产品和保险服
务，为威海保险业的发
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特此公告！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

责任公司
山东威海中心支公司

2017年12月15日

遗失声明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
开发区怡园街道办事处财
政所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 ， 核 准 号
J4650001296903，编号4510
-01972327，声明挂失。

仨仨贼贼赶赶集集拎拎包包，，有有人人见见义义““智智””为为跟跟踪踪报报警警
这位报警人一路跟踪，最后协助民警把仨贼一网打尽

本报威海12月14日(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李孟

君) 于先生是残疾人，一个
月前，他赶集卖货时被三贼
拎走了装有4000多元现金
的包，好在当时有人亲眼目
睹盗窃全程并报警，警方及
时赶到抓住了仨贼并追回
赃物。

11月，荣成公安崂山边
防派出所接报警，一名男子
在电话里说，“在崂山集市

上看见两男一女在偷东
西。”，民警立即赶往现场。
根据热心人提供的线索，民
警在集上锁定李某等3名嫌
疑人，3人正准备驾车离开
时，民警上前将其一举抓
获，同时在他们的白色轿车
内起获赃款4000余元。被带
到派出所后，三人百般抵
赖，一口咬定车上的钱是自
己的。

三人拒不配合，民警决

定在车内发现的财物上找
突破口。经反复查找，民警
在白色轿车的脚垫下发现
一张残疾人证。“这张证件
会不会就是失主的呢？”民
警辗转联系上证件持有者
于先生，对方表示确实丢了
4000多元钱，同时丢失的还
有一个黑色电话本，电话本
里还有一张残疾人证。

得知财物被盗，于先
生立马赶往崂山边防派出

所。到派出所后，于先生恰
巧被好心报警人认出，对
方表示，“就是他，他在集
上卖东西的时候，我看那
几个小偷把他的包拿走
了。”

经核实，于先生丢失的
物品和民警在车上发现的
赃物吻合。证据面前，李某
等3人低头供认。近日，案件
处理完毕，民警将查获的赃
款、赃物退还给于先生。

22万万元元的的金金手手镯镯放放头头巾巾，，随随手手抖抖落落又又失失而而复复得得
本报威海12月14日讯(记

者 孙丽娟 通讯员 张天)
13日，荣成石岛某码头，补

网工钱女士担心干活时弄脏
价值2万元的金手镯，便摘下
来包在头巾里，离开时不慎
抖落在地，浑然不觉。返回寻
找未果，钱女士报警，民警从

监控录像里找到捡拾者，找
回了金手镯。

钱女士来自辽宁，是荣
成石岛某码头上的一名补
网工。12月13日上午，钱女
士补网时，担心渔网弄脏了
自己价值2万元的金手镯，
便摘下放在头巾里。干完活

儿，钱女士一把拿起头巾，
起身就走，早忘了里面还有
个金手镯。事后，钱女士发
现手镯不见了，匆忙返回码
头寻找，但已不见手镯踪
影。2万元钱的金手镯丢失，
钱女士十分心疼，报警求助。

石岛边防派出所民警赶

到调取监控像，发现事发当日
9时25分，一女子在码头行走
时捡起手镯离开。经走访，民
警在码头补网的女工中找到
了这名捡拾者。这位女工表
示，她捡到手镯后曾到处打听
失主。了解情况后，这位女工
把金手镯归还给了钱女士。

利利用用朋朋友友信信任任，，男男子子诈诈骗骗22 .. 66万万元元
被被骗骗女女子子曾曾在在他他的的婚婚礼礼上上当当过过伴伴娘娘，，她她近近来来有有事事请请托托结结果果被被骗骗

本报威海12月14日讯
(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刘哲) 女子张某(化名)与
男子孙某 (化名 )是认识六
年的朋友，孙某结婚时，张
某还当过伴娘。但朋友之
间的这份信任，却成为孙
某诈骗的“敲门砖”，他以
帮张某租赁门市房需打点
为由，先后骗了张某2 . 6万
余元。

今年6月份，张某想在
泊于镇新建某学校内租一
间门市房开商店，四处打
听无果，她请朋友孙某帮
忙。孙某一口答应，心中却
另有盘算，此时，孙某因在
网上申请小额贷款一直无
法还清。孙某先以找学校
领导需给介绍人送礼为由
骗了张某2600元。9月份，张
某电话询问孙某事情办得

如何，孙某称已通过中间
人联系上学校领导，但需
要钱给学校领导送点礼，
又骗了张某3600余元。

开学后，张某不断催促
孙某，狗急跳墙的孙某在网
上搜了一篇租赁合同，伪造
门市房租赁合同与张某签
了一份转租合同，骗了张某
租赁费2万元。担心事情过
早败露，孙某伪造租赁合同

时，把生效日期写成1 2月
份。12月6日，张某拿到租赁
合同，兴冲冲地搬着物品去
学校“门市房”开店，却被学
校告知从未对外租赁过门
市房。听到这个消息，张某
才知被骗，到泊于边防派出
所报警。

目前，因涉嫌合同诈
骗罪，孙某已被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

威海港成全省最大

水生动物进境口岸
本报威海12月14日讯(记者 林丹丹 通讯

员 何金英) 前11个月，山东省共进口活食用
水生动物1559 .3吨，其中986 .4吨从威海港入境，
占全省进口总量约六成。

进口种类涵盖帝王蟹、鲍鱼、雪蟹等十多个
品种，进口原产国由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少数
周边国家扩展到到挪威、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
目前，山东省获得进境水生动物的口岸有青岛
港、黄岛港、威海港、龙眼港、石岛港、青岛机场、
威海机场等7个口岸，其中，有60%以上的产品从
威海港入境。

速读

11月22日—26日,高区教体处在后峰西小学
举办2017年威海高区中小学生足球联赛暨2017
年威海高区中小学生足球“友谊杯”赛,联赛设
初中男子组、女子组；小学男子组、女子组共四
个组别。“友谊杯”赛设小学男子组、女子组共两
个组别。全区三所中学、八所小学代表队参赛。

徐晓华
“12·4”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制宣传周期

间，高区第二小学通过“小手拉大手”开展亲情
法制教育，活动项目主要包括主题班队会、观看
法治微视频等。

袁志辉
为提升学校安全教育和管理水平，12月13

日上午，乳山市公安局商业街派出所民警到黄
山路学校做“杜绝校园欺凌”讲座，以案释法，增
强学生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意识。

于福芹 李云
近日，气温骤降，雨雪天气频繁，为切实做好学

生冬季安全工作，黄岚小学开展了以“关注冬季安全
教育 共建平安文明校园”为主题的升旗仪式及班
队会。通过这次活动，让同学们提高安全意识，掌握
冬季交通安全知识，预防冬季雪天事故的发生，为该
校构建平安、和谐校园营造了良好氛围。

姜宁宁
近日，神道口小学举办“童心向党 放飞梦

想”学生个人才艺大赛。
王洪波

近日，高区神道口小学举行“读书成就梦
想”读书演讲比赛活动，旨在营造积极向上、健
康文明的校园氛围。

辛雪
为提高和美学子身体素质，近日岚小举行

跑操比赛。
李梦茹

近日，黄岚小学各班在班主任的带领下开
展了冬季校园防火消防知识讲座。本次讲座从
多个层面向学生讲述了防火消防安全知识，学
生认真地聆听了报告。讲座中，老师结合各种情
况发生的典型火灾案例，以鲜活生动的语言，介
绍了用电防火的注意事项，火灾现场的自救和
逃生要诀，以及灭火器的种类和使用方法等消
防常识，使全体学生明白了如何预防、杜绝火
灾，并掌握了科学逃生的方法。

杨明红
为给孩子呈现有趣生动有内涵的语文课

堂，12月4日，钦村小学语文组举办语文教研活
动，启发语文老师思路。

任潇
为提高青年教师执教水平，12月初，后峰西

小学举行语文、数学、综合学科的赛课。首先由
青年教师讲课，随后教研组各老师根据问题提
出针对性建议。

李明磊

临港国税落实“放管服”改革
本报12月14日讯(通讯

员 宋伟健) 刘玉珍是一
家有限公司的会计，每年企
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是最忙
的时候，而享受优惠备案又
是最让她头疼的。如今，随
着“放管服”改革的开展，税
收优惠备案只需报送企业
所得税优惠事项备案表、研
发项目立项文件，其他资料
都改为留存备查。“不仅是

很多备案资料不用报送，现
在税收优惠事项备案表也
实现了免填单，不需要人工
填写，这是国税机关推进无
纸化办税的措施之一。”临
港国家税务局纳税服务科
毕铭宴说。“不仅如此，现在
增值税发票也能在网上申
领了，办税越来越方便，去
办税厅的次数越来越少
了。”吴玉芬说。

临港国税深化税务改革
本报12月14日讯(通讯

员 宋伟健) “填几个数
字就行，网上办税平台真
是省时省力。”苘山镇真木
玲服装加工厂会计小王
说。除了网上办税平台，移
动办税终端的使用也极大
方便了纳税人。“扫一扫二
维码就能就能获取开票信
息，真正感受到了信息时
代办税的便利。”威海圣宝
纺织服装有限公司的会计
小吴说。该服装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成衣加工业务，
每月都要大量采购原材
料，“以前只能通过电话询
问合作方的发票抬头信
息，麻烦不说还容易出错，
有了这个二维码开票的速
度、准确度都提高了。”在
国税局人员的帮助下，吴
会 计 下 载 了 发 票 助 手
APP，生成了自己的二维
码，“以后开票，就不用来
办税厅了，打开手机扫一
扫，发票就开出来了。”

威海供电服务冬季客户用电
本报12月14日讯(通讯

员 刘艳红) 日前，威海
供电公司开展了以“提升优
质服务水平”为主题的“三
进三送”活动。

为此，工作人员走进社
区，深入大中小企业及全市

中小学、幼儿园，对用电设
备、电力线路是否存在安全
隐患等进行排查。同时，为
企业开通“绿色服务”通道，
帮助制定科学合理的用电
方案，积极引导企业合理用
电、有序用电。

威海供电
亮相国际创新创业博览会

本报12月14日讯(通讯
员 刘艳红 ) 12月8至10
日，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共
青团中央等单位指导的

“2 0 1 7国际创新创业博览
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威海供电公司第二届青创

赛金奖项目《同期线损助
推器——— 线路联络点计量
装置带电安装转接线》受
省供电公司邀请，亮相本
次博览会，并接受了主办
方在内各界参观商的观
摩。

高区国税分析营改增税负
本报12月14日讯(通讯

员 李颖) 日前，高区国
税局召开座谈会听取纳税
人意见建议，专人深入企业
进行点对点、面对面进行纳

税辅导，调查了解营改增企
业的经营情况、纳税情况和
在营改增中遇到的困难，切
实掌握营改增后企业的实
际税负增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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