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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热线>>>今日威海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2019体育彩票责任为先健康发展

扫毒！8处毒品检查站布设码头
全市首批沿海毒品检查站建成并投入使用

为进一步提升沿海地区禁毒堵
源截流能力，全面排查消除沿海涉毒
问题隐患，威海市公安边防支队于去
年11月份起开展了沿海毒品检查站
建设。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全市首
批的8处沿海毒品检查站在威海市的
中心渔港、石岛商港等全市重点港口
码头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这也是全
省目前唯一的一批沿海毒品检查站。
8处沿海毒品检查站建成以来，已有
三名吸毒人员落网。

1月6日，受强冷空气影响，一场
冷雨降临威海。在威海各地码头，大
量渔船为躲避风浪而纷纷归港，忙碌
的不只是装卸渔获的渔民，还有冒雨
前来进行毒品检查的民警。在荣成的
鑫发码头上，桃园边防派出所民警逐
艘登船，对船员进行逐个检查、登记。

“我们携带有试纸，通过唾液、尿液就
可以当场检查出被检人员是否在近
期内吸食毒品。”桃园边防派出所民
警吴鹏介绍，鑫发码头毒品检查站是
去年11月中旬建成的，一个多月来，
已经检查出两名吸毒人员。

位于石岛商港的商港毒品检查站
是去年12月27日投入使用的，12月31日
就有了战果。当天，在商港毒品检查站
内，民警在对一批刚下渔船的渔民进
行禁毒宣传时，一名渔民向民警提供

了一条线索，船员冯某有吸毒嫌疑。民
警赶到冯某的租住处抓捕时，但冯某
已经于12月28日出海，只有冯某的女
友李某在家。经对李某进行尿检，确认
李某的尿液呈阳性。李某也交代出，她
和冯某曾于近期吸食过冰毒。经信息
查询，民警确认李某有两次吸毒前科，
已符合强制戒毒的条件，冯某也有一
次吸毒前科。1月2日，李某被送往山东
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进行强制戒
毒。目前，冯某的行踪也被警方锁定，
待其回港上岸后，将被民警依法处置。

在各处沿海毒品检查站内，不仅
配有吸毒检测工具，还专门设有禁毒

宣讲台。民警平日里可随时对码头靠
泊的渔船进行登船检查，当场确认船
员是否吸毒，同时也邀请船员逐批走
进毒品检查站，进行禁毒宣传教育。

“依托这些毒品检查站，我们民
警就可以对进出港船舶、车辆、人员
进行逢疑必查。”威海市公安边防支
队边境管理科副科长邱彦龙说，“毒
品检查站有三个主要功能，一是禁毒
宣传，二是港口码头毒品查控堵截，
三是毒品案件防范打击，并形成对此
类违法犯罪的震慑。”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陶
相银 王震 通讯员 姜斌)

尸源协查通告

1月2日，我局民警在环翠区孙家疃附近海域发现一具未
知名尸体。该尸体基本情况如下：男性，尸长约1 . 70米，已高度
腐败；头部、胸腹部白骨化；腰部扎有棕色皮腰带，穿黑色外
裤，内穿保暖裤，脚穿黑色外侧带有拉链的黑皮鞋。

请知情者联系我局治安大队，电话：5853180。
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

2020年1月7日

英属维京群岛商业公司法第204条委任清盘人通知
PROSPEROUS FOREVER GROUP LTD.

长兴集团有限公司
(自愿清盘中)

公司编号:1585710
按照英属维京群岛2004年商业公司法第204条的(b)分项，特此通知，该公司进行自愿清盘中。从2020

年1月2日开始自愿清盘。清盘人是王奂伟，地址是中国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吉湄村62号。
日期：2020年1月6日
王奂伟
自愿清盘人

2 0 1 9年，中国体育彩
票迎来全国统一发行25周
年。在全国体彩人的共同
努力、广大购彩者的大力
支持下，截至 2 0 1 9年 1 2月
3 1日 2 4时，中国体育彩票
以全年 2 3 0 8 . 1 5亿元的发
行量，为国家筹集体彩公
益金 5 8 3 . 1 8亿元。在中国
体育彩票转型发展的关键
之年，全国体彩人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引，坚守“责任、
诚信、团结、创新”的体彩
精 神 ，不 忘 初 心 ，强 化 责
任，稳步前进。

这一年，体育彩票转变
发展方式，深入推动体育彩
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突出责任彩票建
设，强化以公益公信为核心
的品牌建设，提升体彩品牌
美誉度与客户体验，优化组
织管理模式，有效整合资
源，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筹
集更多的公益金，推动体育
彩票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在稳中求进健康发展
的同时，体育彩票继续践行
国家公益彩票的职责，为体

育事业和国家公益事业的
发展再立新功。支持群众体
育事业方面，体彩公益金在
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体育活
动组织、基层体育协会建设
多点发力，进一步助力解决
群众“去哪儿健身”“怎么健
身”的问题。支持竞技体育
事业方面，体彩公益金被广
泛用于举办全国综合性运
动会、资助高水平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同时也为备战
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2022
年北京冬奥会相关的体育
竞赛、体育训练、体育场馆、
体育交流与合作、国家队转
训基地改善条件等支出提
供有力保障。

在脱贫攻坚战场，体
彩公益金也润物无声般静
静深入百姓生活。以体彩
公益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助力
深度贫困地区开展扶贫工
作。2 0 1 9年，2 6 . 4亿元公
益金用于 3 9 7个革命老区
县的贫困村村内小型生产
性公益设施建设，助力老
区苏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进程中不掉队。与此同
时，体育彩票公益金还为
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教育助学、医疗救助、抗震
救灾等多项社会公益事业
提供了重要支持。

在全国统一发行25周
年之际，体育彩票秉承责任
为先、公益公信为核心的价
值理念，以“你未必光芒万
丈，但始终温暖有光”为主
题，带来了一场场有公益有
公信，有爱也有情怀的品牌
活动。除此之外，全国各级
体彩机构开展了贯穿全年、
遍布全国的1万余项公益体
彩进社区、体彩爱心驿站、
体彩助学、送文化进社区、
送志愿服务进县乡等公益
实践，让公益体彩更加贴近
百姓，体育彩票的公益形象
也更加深入人心。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决胜之年。全国体
彩人将凝心聚力，以强烈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继续开拓
进取，在“建设负责任、可信
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
益彩票”的道路上继续前
行，践行国家公益彩票的使
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继续奋斗！

(丰佳佳)

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综合绩效评价工作进行中

本报威海1月7日讯(记者
高洪超 通讯员 王涛)

开展2019年度涉农资金统筹
整合综合绩效评价工作，是检
验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开局之
年工作成效的重要手段，也是
2020年乡村振兴重大专项资
金分配的重要依据。为确保综
合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开展，威
海市财政局多措并举加以推
进。

一是强化评价组织管理。
综合绩效评价工作由市财政
局、市委农办牵头组织，成立
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综合绩效
评价工作组，组长由市财政
局、市农业农村局领导同志担
任，成员全部由涉农资金统筹
整合各相关职能部门财务科
或有关业务科室主要负责同
志组成。实施评价时，根据评
价内容进一步细分评价小组，
由各评价小组根据责任分工
对所有区市进行评价，保证评
价标准的一致性，真实、准确

反映区市统筹整合工作实效。
二是科学确定评价标准。

联合市委农办印发《关于组织
开展2019年度涉农资金统筹
整合综合绩效评价工作的通
知》，对评价依据、评价重点、
评价程序、评价方法、评价进
度等予以明确，为开展县级自
评、市级自评以及市级复评提
供依据。同时，进一步细化、量
化评价指标体系，增强评价的
可操作性。

三是加强评价工作调
度。召开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综合绩效评价工作推进会
议，对如何做好2019年度涉
农资金统筹整合综合绩效评
价工作进行研究部署。调度
各区市工作进展情况、评价
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应对措
施，以及在评价中的经验做
法，各区市互通有无，不断完
善提高评价工作质量，真实
反映统筹整合涉农资金支持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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