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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城事

威海四健儿广州亚运冲金
参赛项目分别为自行车和皮艇

本报威海11月10日讯（记者
侯书楠） 第16届广州亚运会上，
将有4名威海健儿争金夺银。如果
发挥出色，他们有望取得威海健儿
亚运会参赛历史上的最好成绩。

这4名威海运动员分别是自

行车项目的姜晓、陈攀、王明伟和
皮艇项目的周玉波，均由威海市
体校培养输送。姜晓和陈攀的昔
日体校教练王志刚告诉记者，他
们组成的中国自行车队很有希望
夺得男子4公里场地自行车团体

追逐赛冠军。“在去年第11届全运
会上，他们就以4分09秒超过亚洲
纪录的成绩夺得这个项目冠军，今
年的世界杯等系列赛事上他们也
有绝佳表现。”从个人实力来看，在
三位自行车选手之中，王明伟实力

最强，他曾在全运会场地自行车项
目男子场地4公里个人追逐赛中以
4分37秒的成绩夺得亚军，并代表
中国参加本届亚运会该项目比
赛。“王明伟的综合素质好，姜晓
的耐力好，陈攀的爆发力强，三

人各有千秋。”王志刚介绍说。
此外，周玉波将在男子单人

皮艇1000米比赛中向金牌发起
强有力的冲击。在第11届全运会
该项决赛中，他以3分37秒394的
成绩夺冠。

光棍节找乐
11月 11日，被戏称为光

棍节。大学生成为过光棍节
的主流人群，在山东大学威
海分校的校园宣传栏里，几
张光棍节舞会的告示引来
不少学生驻足。

一些网民也调侃找乐。
有网友在威海百度贴吧里
倡议，“11日11点11分乘坐11
路公交车，终点站华能电厂
见网友啦。”此帖一出，引起
不少网民赞同，华能电厂里
高高竖立的两根烟囱也被
调侃为“11”的象征。

去一趟韩国就要缴纳押金8万
巨额押金成出境游“拦路虎”

本报威海11月10日讯（记者
冯砚农） 出境游收取押金一直
是旅游界不成文的规定。如果游
客在境外发生滞留，旅行社将扣留
这笔押金；如果游客按时回程，旅
行社会在游客回国后3天内退还这
笔钱。相对于几千元的团费，数万
元甚至十几万元的出境游押金成
为许多游客走出国门的“拦路虎”。

在高区某企业工作的苗女士
早就筹划好了去韩国的蜜月旅

行。婚期临近，去旅行社咨询得知,
出境游除缴纳团费外还得缴纳每
人8万元现金做押金。这让苗女士
犯了难。“一人8万，俩人16万，上哪
找这么多现金。”不得已，苗女士将
蜜月旅行线路改为国内旅游。

除一家旅行社表示公职人员
可以出示在职证明和所在单位担
保函进行担保，无须缴纳高额押
金外，威海市的其它出境游组团
旅行社都会在对游客的经济、工

作状况等进行审核后，向游客收
取一笔押金。根据出境游目的地
不同，收取押金数额也为2万—10
万元不等。其中，韩国、日本、欧洲
等地游的押金都在5万元以上，新
马泰等地游相对较少，但也需要2
万元左右。“主要是为了防止旅客
借出境旅游滞留不归或者非法移
民。”据港中旅国际旅行社工作人
员姜女士介绍，因游客滞留而导
致旅行社签证权被停的例子屡见

不鲜，因此，收取押金是一种不得
已的手段。

经区市民夏先生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一家三口人想要欧洲游
所需缴纳的押金在25万以上。“这
么一大笔钱交给旅行社，损失利
息不说，也叫人很不放心。”许多
旅游爱好者认为，降低出境游押
金标准，对游客缴纳的出境游押
金成立专门机构进行监管，才能
让出国游变得舒心。

威海交警严查

三轮、助力车

本报威海 11月 10日
讯（记者 吕修全 通讯
员 汤华兵） 10日，威
海交警“畅通安全行”集
中整治道路安全活动启
动，大排量助力车、三轮
摩托车的规范行驶成为
检查重点。

上午 1 0点，市民陈
先生骑行未挂车牌的助
力车经过古寨东路和文
化中路交叉口时被交警
拦下。执勤交警解释，“排
量在30毫升以上的大排
量助力车需要挂牌后才
能上路行驶。”

随后，在古寨东路路
口，分别有一辆三轮车和
一辆摩托车因驾驶员未
带行驶证上路而被交警
查处。截至下午 5点，交
警部门查纠违章车辆40
辆次，暂扣违章车辆 2 0
辆。

800余件商品

接受专利检查

本报威海 11月 10日
讯（记者 李彦慧） 9
日，威海市知识产权局联
合环翠区、经区知识产权
局开展了专利执法活动，
两件冒充专利的产品被
责令撤柜。

此次执法活动主要
围绕家电、食品、体育用
品和学习用品展开，执法
人员现场检查了四家大
型商场，共检查商品800
余件，其中标注专利号的
产品56件。检查中，执法
人员确认两件商品为冒
充专利，责令商家将冒充
专利的产品立即撤柜并
予以警告。

荣成192辆客车

装上GPS

本报威海 11月 10日
讯（记者 许君丽 通讯
员 曲爱丽） 近日，荣
成市 1 9 2辆市域内线路
客车全部安装了GPS卫
星监控系统，今后这些客
车将严格按照核定时间
运行并接受GPS监控考
核。

据了解，通过GPS卫
星监控系统，工作人员可
以对相关车辆进行违章
查询和车辆定位查询。该
系统还拥有司机报警、车
辆实时跟踪、信息服务、
历史轨迹回放等功能，指
挥中心的工作人员可以
通过GPS卫星监控系统，
把所有客车的行踪和运
行情况尽收眼底。

本报威海11月10日讯（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刘清华）

男子王某因盗窃被抓，为“立
功”，主动检举另一男子曲某。不
料，他自作聪明的“举报”却牵出
了自己更多的犯罪事实。

今年 9月份，羊亭镇一企
业连续被盗，丢失了手电锯、
台式电脑等价值 5 0 0 0余元的

财物。该企业职工向民警提供
了一条线索，案发前，刚从该
企业辞职的打工青年王某曾
到企业内打探。羊亭派出所民
警在大量走访后，最终确定王
某和另一无业青年阮某为犯
罪嫌疑人。9月 2 7日，刚到一
服装厂内打工的王某和阮某被
抓获。审讯中，两人对盗窃的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王某在听
说举报他人可以算是立功表
现后，当即向民警举报：3 月
份，他曾见一男青年出售一台
来历不明的笔记本电脑，该男
青年还给了他 5 0元作为封口
费。民警调取了 3月份的报案
记录，证实王某举报属实。经过
排查后，这名男青年被确定为

无业青年曲某。
近日，曲某落网。而经曲

某指认，王某不是拿封口费的
陌生人，而是他的同伙。原来，
王某和曲某也曾在一起厮混，两
人在今年年初曾数次进入羊亭
镇的多处出租房内盗窃。再次提
审中，王某最终又交代出伙同曲
某盗窃7次的犯罪事实。

邀功举报他人 反露自己马脚
一犯罪嫌疑人聪明反被聪明误

本报威海 1 1月 1 0日讯（记
者 吕修全 通讯员 孙志
刚） 宋某甲和宋某乙是一对
堂兄弟。1 0月 2 7日，宋某甲撬
门偷了堂弟家中的存折，并将
1 1 0 7 0元钱全部取走。1 1月 9
日，宋某甲被警方抓获。见窃
贼竟然是堂兄，宋某乙想不追
究堂兄的责任，但因为涉嫌盗
窃罪，宋某甲依旧被刑事拘

留。
2008年，堂兄弟一起给别人

装修房子，因账目不清，堂兄总
是觉得弟弟欠了自己的工钱，但
弟弟并不认同。这3年来，哥俩因
为这件事没少生气。10月27日，
急于用钱的宋某甲趁堂弟一家
人外出，撬开了堂弟的家门，偷
走存折两张。存折是宋某乙的
妻子孙某和孙某妹妹的工资存

折，由于宋某甲的妻子和孙某
姐妹俩在同一工厂上班，该厂的
工资存折密码统一为存折编号
的后6位。宋某甲很容易就掌握
了两张存折的密码，并于当天取
走了两张存折里的全部存款，共
11070元。

直至11月9日，宋某乙和孙
某才发现存折被盗，慌忙向经
区警方报了案。警方通过查看

银行监控录像，将犯罪嫌疑人
锁定为宋某甲。9日晚 8点，在
宋某甲的住处附近蹲守 3个小
时后，民警将宋某甲抓获。在发
现窃贼竟然是堂兄后，宋某乙
表示要“拉哥哥一把”，想不追
究宋某甲的责任，请民警不处
罚宋某甲。但因为宋某甲的行
为已构成刑事犯罪，现已被经
区警方刑事拘留。

堂兄偷己万元 堂弟想“拉一把”
法不容情，警方将堂兄刑拘

拍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