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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民杨先生来电：我本
人在青岛工作多年，2018年3月
份应聘到烟台的一家外企，请
问原来在青岛缴存的五险一金
可以转到烟台继续缴吗？

烟台市社会保险服务中
心：烟台市社保政策规定，参保
人员流动就业符合以下条件之
一的，可以申请办理基本养老
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手续：

( 1 )男性不满5 0周岁、女性
不满40周岁的。凡是男50、女40
以前，在新就业地就业参保缴
费的，养老保险关系应转移到
新就业地。( 2 )返回户籍所在地
就业参保的。凡是返回户籍地
就业的，不受年龄的限制，养老
保险关系应转入到户籍所在
地。( 3 )经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
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
门批准调动，且与调入单位建
立劳动关系并缴纳基本养老保
险费的。组织调动，养老保险关
系转移接续不受年龄及户籍等
条件限制，应转入调动单位。(4)
达到待遇领取条件时，基本养
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地，
且在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

累计缴费年限 (含视同缴费，下
同 )不满10年，按规定将基本养
老保险关系转回上一个缴费年
限满 1 0年的原参保地，或因没
有满10年参保地转移至户籍所
在地的。如还有疑问可咨询个
人账户科，电话：6632124。

2、市民周女士来电：我们家
居住在开发区的依云小镇，由于
没有购置车位，每次停车小区物
业都要收取停车费，请问小区物
业收取停车费用合理吗？

烟台市物价局：烟台市市
区普通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内停
车收费有关事项 ( 2 0 1 7 3 0号 )：
在普通住宅物业管理区域临时
停放的外来车辆，停放时间在2
小时以内的不收费；超出2小时
的，可适当收费。实行计时收
费，超出2小时部分每小时收费
1 元 ( 不 足 1 小 时 的 按 1 小 时 计
算 )，24小时累计收费最高不超
过 1 0元；实行计次收费，超出 2
小时的，白天(7时至19时)、夜间
(19时至次日7时)分别每次收费
2元。如再有疑问，请直接拨打
电话 6 3 9 9 8 5 1向当地物价局咨
询。

3、市民赵女士来电：我们
当初为了孩子上学方便购置了
名仕豪庭的房子，名仕豪庭的3
- 8层的公寓性质为办公，请问
这种情况对落户有无限制性条
件？能否落户？

烟台市公安局：名仕豪庭1
-2层为商业网点房，3-8层为办
公室公寓。业主本人已取得房
产证并且确实在此地居住，且
符合《山东省消防条例》以及公
安部《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场
所合用场所消防安全技术要
求》可以办理落户，具体落户问
题可咨询南大街派出所户籍
室，咨询电话：6258187。

4、市民刘女士来电：2 0 1 7
年在黄务买的房子，已经网签，
签订了购房合同。但房子是期
房，要到2020年才能交付，请问
什么时候能够落户，如果可以
落户请问需要什么手续？

烟台市公安局：需要等房屋
正式交付给业主并入住后方可
办理落户手续，届时由诉求人携
带房产证、购房合同、预售登记、
身份证、户口本及物业入住证明
到派出所户籍大厅办理落户。

5、市民吴先生来电：我本
人首次购房，还款用的是商业
贷款。我本人单位一直为我缴
纳了公积金，请问这种情况可
否一次性提出公积金？需要准
备什么材料？

烟台市公积金管理中心：
可以提取。商业贷款购房首次
申请提取：①填写《提取住房公
积金偿还贷款申请表》(可向单
位经办人或到公积金窗口领
取 )②借款合同和借款借据③
房地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的

《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 (二手
住房提供全额销售不动产发票
原件 )④首次提取在贷款发放
一年后办理的，需另外提供加
盖银行印章的还款卡 (本 )交易
明细原件。以上材料未做特殊
说明的，都需要提供原件复印
件。提取额度：如果是新房，首
次提取，夫妻双方合计提取数
不超过首付款金额，如果是二
手房不超过发票金额减贷款额
的差额。以后每年都是合计不
超过当期还款支出数。交给单
位经办人办理，另携带单位盖
公章的提取单。

《记者帮办》栏
目旨在和读者朋友
一起解决关于烟台
房产方面的疑难杂
症，解答市民心中
疑惑。如果您也有
这方面的疑问，请
拿起手中的电话，
拨 打 记 者 帮 办 热
线：0535—8459745，
我们将竭诚为您服
务。

（本报记者 路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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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力湾
均价：9200元/平方米 电话：0535—3037777
楼盘地址：北京中路27号(北京中路以北,白银河以东,
花海公园以南)

越秀·星汇金沙
均价：9300元/平方米 电话：0535-6115555
楼盘地址：杭州大街3号(北京中路与杭州大街交
会处)

中梁·海志府
均价：5988元/平方米 电话：0535—3398666
楼盘地址：养马岛大桥东500米

33人人诈诈骗骗团团伙伙一一年年作作案案百百余余起起
警方提醒，遇到“捡钱分钱”这种事，您一定长点儿心

为了贯彻国家“健康中
国战略”方针，烟台新安男科
医院携手烟台市城乡居民健
康工程组委会、中国性学会、
中国人口协会、吴阶平医学
基金理事会等16家单位联合
发起大型公益活动“烟台市
男性健康五个一工程”。

据组委会负责人介绍，
本次活动主要包含“五个方
面”即一本健康手册：活动
期间，到烟台新安男科医院
均可免费领取，烟台市养生
保健工作委员会编写的《烟
台市市民保健手册》一本，
发完为止。一堂知名男科专
家讲座：组委会邀请北京协
和医院臧美孚教授等知名
专家，为患有前列腺疾病、
性功能障碍疾病的患者进
行健康讲座，并现场答疑。
一份男性健康援助：包括专
业男科检查套餐仅需69元，
涵盖前列腺疾病、性功能障
碍、生殖感染、包皮包茎、男
性不育等常见男科疾病；而
且尖端男科技术援助最高
1000元，含第二代阴茎脱细
胞生物补片、前列腺核磁清
腺系统、龙氏阴茎延长增粗

术等尖端男科技术。一次免
费救助：为51名低保、下岗
职工、残疾、特困家庭男性，
进行全免费的全套男性健
康体检。对于确实困难的5
名患者，可提供一次免费治
疗或手术。一次代表国内最
高水平的权威男科专家会
诊：对于患有或查出男科疑
难病的，免费为患者邀请该
领域的国内权威知名男科
专家进行会诊。

另悉，本次活动指定烟
台新安男科医院为承办单
位。活动组委会负责人说：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作为烟
台市老牌男科医院，无论是
技术还是医生都有口皆碑，
相信烟台新安男科医院一定
会圆满完成任务。”

“组委会能选定我们烟
台新安男科医院既是对我们
以前工作的肯定，更是一种
激励！”烟台新安男科医院业
务院长赵万友教授指出，医
院已经成立了院长亲自挂帅
的活动领导小组，抽调了各
科室骨干精英全力确保本次
活动的圆满完成。咨询电话：
2996666。

烟烟台台市市男男性性健健康康““五五个个一一””工工程程启启动动

新安男科医院5项惠民举措造福港城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 闫
丽君 通讯员 孙万庆 陈善
伟) 25日，记者从烟台莱山公
安分局获悉，近日，莱山公安分
局盛泉派出所经过缜密侦查，
成功打掉一个利用“捡钱分钱”
方式诈骗、抢夺、抢劫的犯罪团
伙，抓获涉案人员3名。

据警方介绍，4月8日12时
许，盛泉派出所接到辖区受害
人黄某的报案称，其在南塂村
楼区附近被两人以捡钱、分钱
的方式骗走一个金手镯、一部
手机，价值一万余元。案发后，
盛泉派出所马上联系莱山公安
分局合成作战中心和刑侦大
队，通过调取天网监控、沿线卡
口发现一辆黑色凯美瑞轿车具
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但让侦查员意外的是，犯
罪分子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
力，离开案发现场时悬挂的是
鲁F×××*车牌，逃离莱山区
时又换成了鲁YCS***车牌，最
终作案车辆通过频繁更换车
牌，途经栖霞、牟平逃离烟台驶
向威海方向。

随后，莱山公安分局合成
作战中心向烟台市公安局合成
作战中心发起合成侦查要求，
请求对近期全市的该类型案件
进行串并。经串并，仅4月8日在
烟台市福山区、牟平区就有两
起类似案件，且3月25日也有一
起类似案件。莱山公安分局发
现，多起案件的案发现场都出
现过一辆黑色凯美瑞轿车，遂
将该系列案串并侦查。

警方通过对多个案发现
场，海量监控视频的调阅，发现
该凯美瑞作案车辆仅在烟台地
区就悬挂了7副车牌，该车的真
实车牌为鲁B8UL××，并经工
作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
份魏某、黄某、刘某。三人不仅
有诈骗前科，而且目前均是威
海、潍坊的网上逃犯，这个团伙
自2017年4月份就开始流窜烟
台、威海、潍坊、青岛疯狂作案。

犯罪嫌疑人是逃犯身份，
所以民警断定他们具有较强
的反侦查能力，给警方抓捕工
作带来一定难度。4月18日7时
许，黑色凯美瑞轿车悬挂鲁
YXY×××进入烟台境内。莱
山公安分局多部门合成联动，
将正在莱山镇东庄村作案后
打算潜逃的三名犯罪嫌疑人
抓获。现场缴获作案车辆黑色
凯美瑞轿车一辆，假车牌六

副、金银首饰一宗。目前，犯罪
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办理中。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
主要在人口流动较大的路口或
者小区门口作案，受害人群多
为20-40岁单身年轻女性。采用
一人用包着假钱的布袋走在前
面假装掉钱，受害人发现时后
面又被另一名嫌疑人以不要声
张偷偷分钱为由带到偏僻小
路，见机采取诈骗或抢劫、抢夺
等手段将受害人身上的手机、
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抢走。

经调查，自2017年4月份以
来，该团伙在青岛、潍坊、威海、
烟台等地采用“捡钱分钱”的方
式诈骗、抢劫作案共计100余
起。

警方提醒，当遇到“捡钱分
钱”的“好事”，市民一定要提高
防范意识，及时向警方报案。

罪犯嫌疑人作案使用的假币。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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