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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被困车内

警车接力送医

本报威海1月30日(记者 孙丽
娟 通讯员 宫文灵 于超) 1月
28日，乳山市区迎来今年最大一场
降雪，最低气温零下10多度。雪中，一
辆送高烧儿童就医的车半路抛锚，
乳山交警接力，一路护送病儿及时
就医。

1月28日7时许，乳山市区东三
岗的执勤民警通过对讲机通报警
情，“东三岗有辆轿车抛锚，车上有
发高烧的儿童，生命垂危，急需送医
院，请求支援”。附近巡逻车上的民
警立即前往增援。巡逻民警赶到东
三岗，确定抛锚轿车短时内无法启
动，立即将患儿转移到警车内送往
医院。途中，民警通过对讲机与沿途
各岗民警沟通，提前做好交通管制，
确保警车一路畅通。5分钟后，患儿
被送到医院，得到及时救治，转危为
安。

“中央警卫局”的？却用假驾照！
司机交代，东西是他收集的，驾照是网上买的

本报威海 1月 3 0日讯
(记者 陶相银 ) 1月 3 0
日，二大队交警查获一个

“大有来头”的司机：他出
示了中央警卫局皮腰带、
海 事 执 法 人 员 帽 子 等 物
品。事后，这个司机交代，
他喜好这些物品，是特意
搜集的，驾驶证则是从网
上买的。

1月30日9时40分许，科
技路、黄河街交叉口，二大
队交警检查一辆轿车时，司
机把驾驶证、行驶证都递给
了民警。

行驶证没有问题，司机
就是车主丛某，但这本驾驶
证印制粗糙，字体、字号多
处不符。民警查询警务平台
发现丛某没有驾驶证。丛某

不得不交代，他的驾驶证早
在多年前就因脱审被注销，
这本驾驶证是他花150元网
购的。

检查丛某的车，又有
意外发现，车内有一个便
携式警灯、一个海事执法
帽子，还有一条“中央警卫
局”皮带。

审讯室内，丛某交代

了这些物品的来源。丛某
喜欢警用、军用制服、物
品，这些物品是他特意搜
集的，警灯是干工程时朋
友送给他的，帽子、皮带则
是他在劳保用品店买的。

丛某无证驾驶、使用
伪造驾驶证，交警将追究
其责任，这些违禁品被没
收并移交派出所。

本报威海1月30日讯(记者
李孟霏) 1月30日，记者从威

海市政府召开的2017年全市社
会经济发展形势新闻发布会获
悉，2017年全市180个省级扶贫
重点村全部实现“摘帽”，2018
年，威海市共确定市级重点项
目155项，总投资2302 .3亿元。

2017年，全市经济发展动
能转换持续加快，全市规模以
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增加值
分别增长9 . 4%、8 . 1%，拉动全
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均

超过0 . 8个百分点。由我市企业
牵头及合作完成的3个项目荣
获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二等奖。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2017年四个季度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利
用率均维持在78%以上的较高
水平，九成以上工业企业生产
能力能够得到正常发挥。商品
房待售面积下降27 . 2%，其中住
宅待售面积下降26 . 8%，下降速
度比上年加快16 . 1个百分点。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
为44 . 0%，处于较低水平，37个

行业中有20个行业资产负债率
出现下降。

质量效益持续提升，2017
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保持稳定较快增长，其中工资
性收入增长9 . 0%，经营净收入
增长7 . 5%，财产净收入增长
10 . 9%。人均消费支出结构不断
优化，居民用于教育文化娱乐、
医疗保健、交通通信等方面的
消费支出均保持15%以上的大
幅增长。

2017年市级财政预算安排
专项扶贫资金3574 . 1万元，新

建扩建扶贫产业项目92个，规
划建设精准扶贫产业示范区15
处、项目示范基地73个。180个省
定扶贫工作重点村全部实现

“摘帽”。
此外，进一步上调居民基

础养老金标准、居民医保财政
补助标准、特困人员供养标准；
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18所、公
办幼儿园17所；设立医养结合
机 构16处，新建改造健康主
题公园12处，各项社会事业取
得全面进步。

在推动高端产业园区加速

推进方面，截至2017年底，高端
产业园区核心区已完成投资38
亿元，建设面积近60万平方米，
引进项目近60个，拥有各级创新
平台54个，引进高端人才63人。

2018年1月，威海市政府印
发《2018年市级重点项目安排
方案》，共确定市级重点项目
155项，总投资2302 .3亿元，当年
计划投资444 . 7亿元。主要涵盖
能源交通、节能环保、高新技
术、工业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城建民生及社会事业等重点领
域。

31家保险机构对接东部滨海新城
本报威海1月30日讯(记者

李孟霏 通讯员 邹超)
30日上午，31家骨干保险机构
走进东部滨海新城，开展专题
对接。

活动期间，东部滨海新城
指挥部办公室详细讲解了产业
招商政策；带领相关保险机构
的负责人参观了东部滨海新城
规划馆，介绍了新城未来发展

规划；实地观摩了金融商务规
划区、行政办公区、学院区等各
功能区域。

“近年来，市金融办积极
抢有利机遇，千方百计吸引保

险资金与我市项目对接，累计
推介项目724 . 32亿元。去年，
重点围绕养老、健康、医疗产
业与全国保险投资机构对接，
先后多次赴北京、深圳等地邀

请国内知名保险机构来威考
察，部分保险机构初步确立了
投资意向，威海市被中国人寿
集团列入全国30个特殊资源
城市投资规划。

猛禽进家啄鸡，户主捉住上交
经鉴定，这是一只隼，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岁末年初，回顾过去
一 年 的 资 本 和 互 联 网 市
场，新三板的明星企业百
合网(834214)可谓雨露均
沾，风光独占。与婚恋行业
的另一家巨头世纪佳缘完
成整合之后，不管是中国
互联网婚恋市场，还是传

统的婚介市场，新集团都
成 为 名 副 其 实 的 婚 恋 龙
头。

与百合佳缘一样，苏
州拍拍淘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简称淘拍拍)也是一家
具有创新基因的互联网公
司。作为摄影垂直领域的

互联网平台，淘拍拍推出
了婚纱摄影、形象照、儿童
影像银行、旅拍、即时摄影
等全品类摄影服务，并在
全国几个主要城市建立线
下直营店、运营中心和服
务合作点。

正是一个个像淘拍拍

这样优秀的合作伙伴，帮
助百合佳缘实现在幸福产
业各个细分市场的掌控，
最终形成一个兼容并包、
合作共赢的婚恋和家庭生
态系统，为一对对新人提
供 优 质 有 保 障 的 综 合 服
务。

百合佳缘加码淘拍拍 婚恋生态圈婚纱摄影格局将重塑

本报威海1月30日讯 (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张大伟 ) 刘
某没有驾驶证，却频频开车上路，
去年6月、今年1月27日，在草庙子
收费站，他两次因无证驾驶被查
处，各被拘留15天。

1月27日10时许，高速交警在
威青高速公路草庙子收费站外例
行检查过往车辆，一辆白色现代
轿车被拦下，司机刘某神情慌张，
辩称忘带驾驶证。民警核查刘某
的身份信息，发现刘某根本没有
考取驾驶证。

更令民警意外的是，2017年6
月13日，也是在草庙子收费站外，
刘某同样因无证驾驶被查，那一
次他因无证驾驶被行政拘留 1 5
天。

这一次，刘某再次被拘留15
日。

半年同一个地方

男子两次无证驾驶被拘

本报威海1月30日讯
(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郭晓辉 ) 1月26日，石
岛管理区嘉禾社区，一只
猛禽钻进鸡窝啄死两只
鸡，被居民逮住。经鉴定，
这只猛禽为隼，已被林业
部 门 带 走 ，将 放 归 大 自
然。

1月 2 6日上午，一老
人抱着纸箱到荣成桃园
边防派出所。起初，民警
以为老人是来报案的，打
开纸箱一看，里面竟关了
一只凶猛的大鸟。

老人表示，他怀疑这
是一只国家重点保护动
物。老人住桃园街道嘉禾
社区，当天上午，老人在家
中听到院内鸡窝里发出一
阵扑通声，跑出去查看，发
现一只大鸟竟钻进了鸡窝
里，鸡窝里一顿混乱，其中

两只鸡已被啄死。老人眼
疾手快，一把揪住这个大
家伙。

逮住这只大鸟，老人
仔细端详，发现这只大鸟
体型约成年公鸡大小，非
常凶猛。疑是重点保护动
物，老人不敢私自处置，
装进了纸箱子，赶紧送到
派出所。

民警第一时间联系
荣成市林业部门。工作人
员确认这只大鸟为隼，是
国家重点保护鸟类。隼食
肉，在鸟类食物链中处顶
端，飞翔能力极强，也是
视力最好的动物之一。

当天下午，林业工作
人员来到桃园边防派出
所取走隼。由于翅膀受了
点伤，工作人员将会对其
进行治疗，适当恢复后，
将放归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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