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何晓
波 摄影报道）10月27日，家住桦林颐
和园居民小区的孙先生和其他邻居家
的水龙头“闹妖”：平日清澈透亮的自来
水莫名其妙地变成了酱油色，让他们大
惑不解。

10月27日，桦林颐和园小区居民
致电烟台民意通6601234热线，反映居
民小区的自来水出现问题，家中水龙头
常常莫名其妙地“作怪”，本来清澈的自
来水成为了“酱油色”，让人对自来水的
水质产生怀疑。

10月28日上午，烟台民意通热线
记者与桦林颐和园小区居民联系上

后，大家纷纷展示了各自手机拍摄的
家里放出的“酱油色”自来水的视频，
称他们不清楚到底是啥原因。多位居
民表示，今年夏天几乎隔一段时间都
会出现一次这样的状况，去找物业部
门，物业部门相关人员说他们只是负
责提供代收水费服务，对于自来水的
品质管不了。

随后，记者联系了市自来水公司水
质处，一位姓于的工作人员先是说“领
导不在家，她答复不了”，随后又分析指
出，如果该居民区是高层住宅，“可能是
物业在二次加压供水过程中，储水池清
洗时出现问题，导致了水质的污染”。
但是，具体是什么原因，需要与该小区
的居民联系核实。最后，这位工作人员
要了反映问题的居民的联系电话，称调
查落实清楚后会回复民意通热线。

28日18时左右，市自来水公司一位
姓王的负责人回复称，27日桦林颐和园
小区出现自来水成“酱油色”是因为他们
对该小区自来水管网进行更换后，再次
恢复供水出现的暂时性污水。目前，该
居民小区供水及水质已经恢复正常。

桦林颐和园小区物业服务人员也
对记者解释说，27日出现的自来水“酱
油色”是小区附近自来水管网进行改造
后，恢复供水过程中“冲沙”导致的。小
区高层居民楼虽然是实行二次加压供
水，但是实行的是直接通过水泵加压供
水，并不是那种将水抽到蓄水池的二次
供水模式。

至于居民们反映的夏天那段时间
老是出现水质不稳定现象，这位工作人
员分析是“老旧小区改造施工时，对自
来水管网造成了影响”。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摄影报
道）福山区付女士因为自家楼下的地下
室有一个配电室决意更换住房，让她没
想到的是，竟又选择了一个附近有高压
变电站和高压线的小区。

付女士家住福山区一小区，所住
单元楼下有一个配电室，这让她睡卧
难安，决意换房。付女士看了几个
月房子后，相中了位于逛荡河畔的中
海长安云锦小区一处花园洋房。“7月31
日下午，中海当时接待我的置业顾问小
皮打电话告诉我，当天交定金可以享受
一定的优惠，能便宜几万块钱。”当晚付
女士赶到售楼处，匆匆签下了认购协议。

8月2日是周末，付女士和丈夫到
小区附近转转，结果发现了问题。付女
士说：“小区西侧是110千伏的高压线，
小区东侧则是一个110千伏的高压变
电站，我们家楼下有个配电站我都受不
了，何况是这种情况，我当即找到置业
顾问小皮。我看房时再三和小皮表达
过非常介意家附近有变电站、配电室、
高压线等，小皮并没有提醒我小区附近
有这些。我问她为何不提前告诉我，小
皮说她之前也不知道小区周围这个情
况，我想只要能给我退了就行。”但付女
士没想到的是，退房遭遇了麻烦，小皮
在向一位姓辛的经理反映后被告知已
付的5万元认购金不能退。

多次要求退款未果，付女士向烟台
民意通求助。10月5日上午9:30，记者
来到该小区，先在附近转了一下，果然看
到小区西侧有绵延的高压线，而东侧是变
电站，都标注着110KV。上午10点左右，
记者走进小区售楼处，先是以买房人身份
进行了暗访。恰巧是小皮负责接待，她介

绍了该小区的种种优点。当记者询问小
区附近是否存在不利因素，小皮含糊地告
诉记者，“基本没有”。随后，记者陪同特
地从外地赶回烟台的付女士的丈夫一起
找到小皮，小皮承认当初没有告知付女
士附近有变电站、高压线。

记者又联系到辛经理并亮明身份，
辛经理表示付女士签下认购协议后，并
未按照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已构成违
约。当记者询问置业顾问没有明确告
知付女士附近有不利因素，是否存在未
尽到告知义务时，辛经理表示售楼大堂
设有房子存在不利因素的明示。但记
者按照其指引才找到这处不显眼的黑
色液晶显示屏。显示屏上提示着小区
附近有变电站和高压线。另外，该显示
屏上还显示着很多其他的不利因素。

经过多次沟通，辛经理最终同意将
付女士要求退还认购金的事情反馈给公
司，10日给记者反馈处理意见。但截至
28日发稿时，辛经理仍未与记者联系 。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张丞
实习记者 张洁 刘昭洋 摄影报道）这
几天，许多烟台市民的微信朋友圈被

“耕海1号”刷了屏。其实，作为全国首
座综合性、示范性、集成性的智能化大
型现代生态海洋牧场综合体平台，“耕
海1号”可不仅仅是用来看美景的。

请跟着烟台日报传媒集团主播一
起，换个视角看“耕海1号”，打卡这座
科技范十足的海上综合体。

看点一：最稳的高科技

9点20分，记者乘坐“寻仙号”前
往“耕海1号”。远远望去，平台由3个
大小相同、直径40米的圆形子网箱旋
转组合而成，3 个子网箱犹如 3 朵花
瓣，构成直径80米的“海上花”。

整个平台的总占地面积超过5000
平方米。这么庞大的平台为什么可以
如此稳固地矗立于海面上的呢？这是
因为有“耕海1号”上“最稳”的高科技
——液压装置。将三组液压装置插入
桩插入到指定的入泥深度，单柱风暴支
持载荷可以达到520吨，整个平台最高
可以抵抗14级风力。这三组液压装置
相当于“耕海1号”的三根“定海神针”。
让“耕海1号”可以稳固地矗立于海面。

看点二：最安全的高科技

航行 10 分钟左右，我们到达了
“耕海1号”。站在平台上，芝罘岛、崆
峒岛、养马岛一览无余，这是“耕海 1
号”的独家视角。

如此庞大的海上综合体平台是如
何保障海洋作业与游客安全的呢？“通
过红外摄像可以实时观测平台和海面
状况，当发生意外时，通过红外摄像可
以第一时间传输到监控室，安全员可
以通过监控第一时间进行施救。”“耕
海1号”的讲解员告诉我们，平台设置
的安全管理系统通过识别报警、红外
摄像热成像功能、无人值守功能可以
履行安全保护职能。

据了解，平台上的水下环境监测
系统、水下巡检系统以及无人机巡检
装置全部依托于5G技术的应用。通
过5G通信技术，推进海洋牧场海陆通
信，能够实现水上1080P视频传输。平台在水下布放大量传
感器，可以实现对水质环境亚毫秒级的水下视频及水质监测
数据收集传输，满足5G+海洋牧场应用扩展需求。

看点三：最环保的高科技

“耕海1号”中间“花心”的位置分为四层，一层为亲海休
闲区、二层为浮海咖啡厅、三层为深海放映厅，最顶层是可登
临的“海上看烟台”观景平台。这个集渔业养殖、休闲渔业、
科学研究等功能于一体的海洋牧场，预计可年产鱼类15万
公斤、接待游客5万人次。

平台的海水淡化系统利用了先进的反渗透膜工艺进行
海水淡化，每天可产淡水20立方米，能够满足平台三天的使
用量。同时，平台上还有一套与南极长城站同款的防污处理
系统，可以实现防污减排、节能环保，达到“零排放”标准。

平台还配备了清洁发电系统，网箱设有太阳能、风能发电
系统等。从海水淡化到防污处理再到清洁发电，这些高科技
设备为“耕海1号”提供了既环保又可持续的水电供应。

在平台上，主播还体验了一次“耕海1号”的垂钓项目，
在网箱自己动手垂钓黑鱼、斑石鲷、真鲷
……经过厨师对鱼进行精心加工，我们便
可以品尝到亲手垂钓的鱼。

看着四十里湾的独特风景、感受着海
洋高科技，这样的“耕海1号”，你要不要来
体验一下？（扫码观看独家视频）

本报讯（YMG 全媒体实习记者 李伟嘉 通讯员 王晓
君 摄影报道）为了推动阳光体育运动，落实每天1小时体育
锻炼、提高学生的自我保健能力和体质健康水平，促进学生
健康发展，10月26日，芝罘区国翠小学举行2020年体质健康
达标运动会。

本次运动会以友谊、健康、阳光为宗旨，努力发扬“团结、
拼搏、进取”的精神，全员参加比赛。比赛项目有 1 分钟跳
绳、50米跑、1分钟仰卧起坐、50米×8往返
跑。通过本次体质健康达标运动会，不仅
对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有了一个全面的了
解，还增强了学生的身体素质，同时，让学
生充分认识到体育锻炼的重要性，积极参
加体育锻炼。（扫码观看现场视频）

玩的全是套路

加油，小小健儿！
国翠小学举行2020年体质健康达标运动会

芝罘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民警走进“大小新闻直播间”为市民普法——

“投投资”赚大钱？

图①：芝罘
公安分局经侦大
队三中队中队长
娄承旭（右）。

图②：芝罘
公安分局经侦大
队二中队民警王
华兴（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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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自来水变成“酱油色”
桦林颐和园小区居民：这水还能正常饮用吗？

新房附近有变电站高压线
购房前再三询问置业顾问却未获知实情，结果退房遇麻烦

“ 不 法
分子抓住大学生想赚取零花钱的

心理，雇佣他（她）们发放印有代开发票的
小卡片，致使有些公司或者个人为了偷逃
税款联系卡片上提供的联系人和联系方
式……”近日，芝罘公安分局经侦大队三
中队中队长娄承旭和二中队民警王华兴
走进“大小新闻直播间”，介绍近期侦办的
典型案例，提醒市民朋友们提高警惕，避
免上当受骗。

“线上线下”模式进行非法集资

在非法集资类严打整治专项活动中，
芝罘公安分局以创建非法集资“零发案”
辖区为目标严打整治了多起案件。

访谈中，芝罘公安分局经侦大队三中
队中队长娄承旭介绍，有的非法集资公司
总公司注册地在北京，实际运营地在上海，
由此导致广大投资参与人以为公司很有实
力。这些公司的业务人员有做产品销售
的，有从事保险类行业的，有大量投资群众
的信息资源，他们通常通过电话邀请、上门
走访的形式，甚至有的就在集贸市场发放
资料，让投资人到分公司来投资理财。

他们的投资理财有两种模式，一种是
线上模式，一种是线下模式。

第一种线上模式，投资人用手机注册
APP成为会员，公司利用这个APP在平台
上发布一些借款信息。借款信息有什么

特
点呢？他们会推出一个借

款人，借款人会提供车辆、房子这种抵押
物。广大投资人一看这个人既有车又有
房子，一定没有问题，就进行了投资。

其实，公司存在隐瞒借款人身份的情
况，有些借款人可能是虚构的。因为认定
大公司有“保障”，理财投资能够“保证”本
金的安全，还能“获得9.5%-11%年化收
益”，比在银行理财要高得多，烟台部分不
明真相的群众就进行了投资理财，

第二种是线下模式。公司会推出一
种“噱头”，比如字画、工艺品等实物。公
司称，把这些东西拿到拍卖行去会获得很
高的收益。由此，投资参与人相信，投资
这个也没问题。公司业务员会抓住投资
参与人的从众心理，宣称某个大叔或大姨
已经投了，拿到了高额回报，没出现任何
问题，投资人信以为真就会进行投资。

另一种线上、线下同时操作的模式是
公司抓住投资参与人“鸡蛋不要放在一个
篮子里”的投资心态。殊不知，这种投资
方式本质就是非法的，他的篮子本身就是
个“碎”的，不管放在哪个篮子里，最终都
是鸡飞蛋打，血本无归。

芝罘公安分局经侦大队侦查终结过
这样一起案件，投资参与人1000多人，涉
案金额达到几千万元。

“代开发票”小卡片不能随便发

抢占风险预警先机，掌握打击主动

性。芝罘公
安分局经侦大队经过

前期缜密侦查，成功打掉了一个非法制
造出售发票团伙。犯罪嫌疑人雇佣外地
来烟务工人员或在校就读大学生，利用他
们法律意识淡薄、对国家税管政策不了解
的特点，雇佣他们发放印有代开发票广告
的小卡片。

有些公司或个人为了偷逃税款，就会
利用卡片上提供的联系方式同嫌疑人取得
联系，向嫌疑人支付一定的费用后提供给
对方开票信息，由嫌疑人为其非法制造发
票，收费标准按照票面金额的2%收取。这
些非法发票来源系外省购进的空白发票，
嫌疑人自行通过有关发票打印软件进行非
法制造，公章通过街边的印章刻制点进行
制作。此类案件犯罪嫌疑人均被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非法所得也被没收。

在国家推进“放管服”改革过程中，一
些犯罪团伙通过招揽大学毕业生注册空
壳公司等手段大肆实施涉税及其他相关
犯罪，危害国家税收征管秩序。犯罪嫌疑
人事先开设企业管理咨询公司，通过网上
平台招揽家庭困难或者缺乏社会经验的
大学毕业生，利用大学生无不良征信记录
的特点，以每成功注册一家公司就支付一
定费用为诱惑，以大学生个人为法人代表
注册公司，并办理营业执照、对公账户、银
行卡、公章、财务章等，用于对外虚开发
票，最终大学毕业生成为犯罪嫌疑人利用
的工具。

芝罘公安分局经侦大队三中队中队
长娄承旭介绍，此案中非法代开发票者
称，其开出的发票均可合理避税并可电话
查询，让人误以为发票都是真的。其实，

其开具的发票都是彻彻底底的假发票，而
这种假发票对国家的税收危害非常大。

不还贷款不只是民事问题

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认为不归还金
融机构的贷款只是民事问题，殊不知，其
中很多情形会构成刑事犯罪，比如以他人
名义注册公司，伪造合同、编制虚假贷款
信息，骗取银行贷款等。

9月27日，芝罘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办
案民警将涉嫌骗取银行贷款的犯罪嫌疑人
杨某抓获归案。经查，嫌疑人杨某在2014
年6月至7月期间，先后以妻子、女儿的名
义注册两个公司，伪造购销合同，编制虚假
贷款信息，分两笔在银行贷款1000万元人
民币，并将贷款挪作他用，造成直接损失
960余万元人民币。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
因涉嫌骗取贷款罪被芝罘公安分局依法刑
事拘留，该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什么是恶意逃废金融债务？芝罘公
安分局经侦大队二中队民警王华兴介绍，
逃废金融债务是指在银行业机构贷款的
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个人故意逃
避、悬空、毁弃银行业债权的行为。恶意
是指这些单位和个人主观上明知不能按
期偿还贷款，仍然采取虚假手段骗取贷
款，或者有能力偿还贷款，但出于某种动
机故意不归还贷款。恶意逃废金融债务
行为破坏了贷款使用的整体效益，金融机
构信贷资产的所有权、信贷资产安全受到
威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YMG全媒体记者 全百惠
通讯员 芝公宣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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