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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东风雪铁龙首款
SUV C3-XR跨越万里，从巴黎
来到广州，首秀中国。这款自全
球亮相以来吸睛十足的城市
SUV，正式公布了11万元起的预
售 价 格 ，两 款 动 力 配 置 车 型
1 . 6CVVT和1 . 6THP，在东风雪
铁龙全国网点同步接受预定，而

C3-XR 12月21日上市的序曲也
正式奏响。

目前，SUV在受到越来越多
中国消费者的青睐，调查显示
2014年SUV市场增长率预计超过
17%。作为东风雪铁龙布局SUV

市场的先行者，C3-XR所处的紧
凑型SUV市场，正是SUV中增长

最快的细分领域。面对即将到来
的挑战，东风雪铁龙总经理陈曦
表示：“我们希望凭借C3-XR出
众的产品力和极具竞争力的价
格，创造出城市SUV的典范之
作，引领未来流行的购车趋势，
成为 S UV 市场一颗夺目的新
星。”的确，11万起的预售价格，

对于拥有SUV梦想的年轻人而
言，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为C3-
XR在未来的博弈中占得先机。

作为东风雪铁龙布局SUV

市场的“开路先锋”，C3-XR预售
开启便迎来“开门红”，线上线下
均反响热烈，用户主动接洽咨
询，翌日便收获订单166台！预售

的火爆为C3-XR上市征程增添
十足信心，相信凭借C3-XR的优
异表现，东风雪铁龙将实现品牌
形象和市场份额的“双提升”，进
一步丰富产品矩阵之时构筑起
新的增长点，让品牌形象更为时
尚、年轻，也为“龙腾C计划”的圆
满实现提供强大助力。

预预售售启启动动，，上上市市在在即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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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失声明
淄博丰泽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财务章、法人章不慎丢失，声明
作废。

淄博出台行政审批批后监管暂行办法，严防过度监管、不当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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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25日讯 (记者 李超
通讯员 贾芳 赵彦鹏) 25日，

记者从淄博海关了解到，前10个月，
淄博对APEC经济体进出口平稳增
长，出口27亿美元，同比增长3 . 9%，
累计进出口 4 8亿美元，同比增长
0 . 7%，占同期全市进出口总值的
63%。

前10月淄博对APEC经济体进
出口总值中，出口27亿美元，同比增
长3 . 9%；进口21亿美元，同比下降
3 . 2%，出口明显好于进口，这也反映
了淄博企业出口竞争力的不断增
强。

据淄博海关分析，近年来淄博
对APEC经济体进出口值占全市外
贸总值的比例一直在六成左右。随
着我国与APEC经济体合作日益密
切以及中韩自贸协定实质性谈判完
成，淄博与APEC经济体贸易将迎
来发展良机。

淄博对APEC经济体

前十月出口增长3.9%

本报11月25日讯 (记者 孙慧
瑶 通讯员 冯长冰 何金金) 针
对近期频发的交通事故及冬季雨雪
雾等恶劣天气道路交通管理的严峻
形势,24日，沂源交警积极响应全省
部署开展的以消防、交通、危化品、
校车、渣土车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为
重点的“五项整治”行动。全面部署
此次行动将从即日起至明年2月底。

当晚，从19时到21时,执勤民警兵
分多路，分别在城区新法院路口、博
沂路与薛馆路路口、南麻大桥路口、
城乡结合部踅庄路口等八处车流量
大、易发生事故路段设点,对过往的
车辆、驾驶员进行集中拉网式检查。
据了解,当晚集中行动中,沂源交警共
出动警力78人，警车38辆，共设立检
查卡点8个,共查纠各类交通违法行
为1100余起，其中酒后驾车4起，渣土
车、黄标车违反禁令标志35起，未带
驾驶证23起起，其它各类交通违法行
为1038起。

沂源交警一夜查纠

交通违法1100余起

监督检查办法

可避免不当监管
据了解，适用本办法的行政机

关主要是指，淄博行政区域内的行
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
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只有把好行政审批的后门，才
能真正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对
此，市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办公
室工作人员表示，行政审批的批后
监督检查，应当根据法定审批条
件，以及技术规范、技术标准和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应
当遵循“合法合理、程序规范、公开
透明、便民高效”的原则，该办法有
利于防止过度监管、不当监管和违
法监管。

为加强对行政审批批后监
督检查的管理，保护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
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近日，市
政府办公厅印发《淄博市行政
审批批后监督检查暂行办法》。
本办法自2015年1月1日起实
施，有效期至2016年12月31日。

监督检查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行政机关实施综合监管
时，应共享监管信息，强化监管
机构间的协调配合。在监管中
应当建立诚信管理机制，实施
分类监管。此外，要对行政相对
人应当开展网格化管理，实施
动态监管。

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对
违法从事行政审批事项活动的
投诉、举报制度，明确负责投诉

举报工作的机构，公布受理投
诉、举报的电话、电子邮箱、网
站等信息。投诉举报工作的机
构接到投诉、举报的，应当在30

个工作日内将核查处理情况告
知投诉、举报人，并为其保密。

办法要求，行政机关对行
政相对人从事行政审批事项
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时，不得
妨碍行政相对人正常的生产

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
行政相对人的财物，不得谋取
其他利益；除法律、行政法规
另有规定外，不得收取任何费
用。

同时，行政机关和相关责
任人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监
察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贻误
工作、造成不良后果的，视情
节轻重，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一一股股冷冷空空气气吹吹净净淄淄博博““雾雾霾霾脸脸””
空气质量由重度污染转为良好，今日将迎降温降雨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刘
晓) 25日，一股弱冷空气影响
淄博，最低温降至-1摄氏度，这
也有效驱散了雾霾天气。气象
部门预计，26日开始，一股强冷
空气开始影响淄博，并将带来
降雨降温。

25日11时，省气象台继续发
布霾黄色预警信号，其中淄博出
现中度霾；但16时气象台再次发
布霾黄色预警信号时，淄博霾天
气已经消散，其中以聊城、菏泽
和济宁雾霾最为严重。

据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状
况发布平台显示，截至25日17时，
淄博13个监测点有3个中度污染，
7个轻度污染，2个良好。另外，3个

空气能见度监测点的能见度也
均达到10千米以上。

据环保部数据监测显示，除
气象站监测站点因设备故障未报
送信息外，其他5处监测点有2处为
良好，3处为轻度污染。“受弱冷空
气影响，25日淄博雾霾天气出现一
定好转。太阳也出来了，空气能见
度也进一步转好。预计26日夜间开
始，将有一股冷空气影响淄博，27

日和28日将出现两天阴雨天气，提
醒市民注意防雨保暖。”气象部门
工作人员介绍说。

淄博于24日启动了重污染天
气Ⅲ级应急响应，呼吁公众尽量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小
汽车上路行驶。同时，电力行业

限产或管理减排15%；建成区及
站点周边5公里内钢铁、焦化、水
泥、建陶、化工等重污染行业限
产15%；建成区及站点周边5公里
内砖厂、碳酸钙、粉磨站、水泥搅
拌站限产30%;耐火材料、板簧、铸
造、琉璃窑等行业限产30%,直燃
煤企业停产；大气污染治理设施
不配套、采取限产措施不能确保
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的企业实
施停产。施工工地加大洒水降尘
频次，工程量减半；道路清扫保
洁加大频次；加强施工扬尘管
理，减少交通扬尘污染。

未来几天天气情况如下：26

日，晴转多云，南风2到3级，气温0

～14℃；27日，多云转阴有小雨，

南风转东北风2到3级，气温6～
10℃；28日，阴有小雨转多云，北
风2到3级，气温4～9℃；29日，多
云，北风转南风2到3级，气温2～
11℃；30日，小雨转多云，南风转
北风2到3级，气温6～9℃。

在行政审批后监督检查过
程中，当检查对象为需要实地
检查的生产经营场所；需要抽
样检查、检验、检测的产品、商
品；需要定期检验的直接关系
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
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开发利
用自然资源或利用公共资源的
现场；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

定行业市场准入的行政相对
人，履行服务义务及服务质量
的情况；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当进行实地检查的其他场所
和事项等几种情形时，行政机
关应当依法对下列场所和事项
进行实地检查。

行政机关实施实地检查、
抽样检查和检验检测，应当指

派两名以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进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检查、
检验检测时，应当出示合法、有
效的证件。此外，行政机关实施
年检，可以集中办理，也可以根
据作出行政审批的时间先后分
别办理。行政机关实施年检应
当与日常监督检查相结合，不
得以年检替代日常监督检查。

实施实地检查时工作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办理和监管
应当两权分离

办法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分
离行政审批的办理权和监管权，
分别由不同的内部机构行使。建
立批后监管工作责任追究制度，
对不履行监管义务、监管不力的，
对监管对象违法行为不按规定查
处的，应当严格责任追究。

行政机关要对每项行政审批
事项制定具体的监督检查管理办
法，定期例行检查，监督检查频次
根据行政相对人情况确定，对诚
信度高的，可减少检查频次；对确
定为重点监督对象的，可以根据
情况适当增加检查频次。

只有把好行政审批“后门”，才能维护公民利益(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淄博中心城区雾霾渐渐消
散了，有望重现蓝天。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交警准备上路检查。

本报记者 樊伟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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