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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最多一天用水13 . 9万立方米

夏夏季季供供水水高高峰峰期期提提前前到到来来

近日，乐陵市组织召
开全市《消防安全责任制
实施办法》、《山东省实施
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宣
贯培训会，各乡镇(街道
办)、行业部门、各派出所
所长、消防防重点点单
位、一般单位负责人、责
任人共计7 0 0余人加培
训。

宣培训会结合了近
期全国和省内发生的几
起重大火事故处理情况
一一做了解读，重点讲解
了《消防安全责任实施办
法》及《山东省实施消防
安全责任制规定》出台的
背景、目的和意义，全面

系统地从职责范围、责任
落实等方面解读了乡镇、
行业部门、社会单位的消
防安全职责，并通过具体
案例逐一分析了各单位、
各岗位人员落实消防安
全责任的重要性及承担
的法律责任，讲解内容深
入浅出。

通过培训，全面提升
了各部门落实消防安全
责任、抓好消防工作的积
极性、主动性。下一步，乐
陵消防将结合夏季火灾
防控工作，全面推进《办
法》直贯工作，为全市消
防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马娟娟）

乐陵市政府组织

《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培训

为进一步解决高铁德州东站路段拥堵问

题，保障道路畅通有序，杜绝和遏制机动车乱

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

定》等相关规定 ,拟在高铁德州东站站南路及

涵洞、站北路新增五处并启用违停自动抓拍

监控设备，对机动车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

为进行自动抓拍并依法给予处罚。自2018年7
月2 4日起执行，交警直属四大队将对违停车

辆进行严格处罚，望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

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 ,安全驾驶 ,文明出行 ,并
相互转告 ,共同维护好道路交通秩序。

德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四大队
2018年7月17日

公 告
乐陵消防深入辖区高层建筑

开展控制室消防安全检查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消防控制室管理。近
日，乐陵消防深入辖区高层建筑开展消防控制
室消防安全检查。

期间，大队监督员重点检查消防控制室设
置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要求，消防设施配备
是否完善，中控室值班人员是否持证并保持2人
同时在岗, 是否实行24小时专人值班，维保公
司是否尽职尽责。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大队监
督人员要求单位负责人当场进行整改，不能当
场整改的，责令其限期整改。同时要求各场所负
责人要严格落实消防控制室各项工作要求，积
极参加消防职业技能培训，大力提高操作人员
的消防安全意识和消防技能，切实做好控制室
消防安全工作。

通过此次检查，有效消除了一批火灾隐患，
切实提高了各高层小区负责人的消防安全防范
意识，确保了辖区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马娟娟）

本报7月16日讯(记者 张磊
通讯员 肖华荣) 近日，在德州朋
友圈一段辱骂交警执法视频传播，
视频下方用红色字体醒目标注“事
发地点：山东省德州市某交警队”，
其中还有大量侮辱交警执法的污
言秽语。对此，德州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高度重视，立即展开调查，经
查：此视频为 2 0 1 8年 7月 8日晚发
生在青岛平度的交警正常执法视
频，早在 7月 1 0日，《青岛今日》已
对此事件进行了报道。夏津公安局
以寻衅滋事对两人做出行政拘留
的处罚。

在警方调查过程中发现，有个
别别有用心人员利用此视频移花
接木，恶语中伤德州交警，在朋友
圈大肆传播侮辱交警，严重损害了
交警的执法权威。为维护民警执法
权益，净化网络环境，德州市、夏津
县两级公安机关立即立案调查，抓
获传谣辱警网民，并对造谣者继续
展开调查。

经查，网民“独行者”，真实身份
为纪某某(男、35岁、夏津县人)，网民

“独树一帜”，真实身份为许某某(男、
50岁、夏津县人)，在朋友圈多个微信
群转发、传播辱警视频，其二人行为
已构成寻衅滋事。目前，夏津县公安
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
分别对纪某某、许某某做出行政拘
留七天、五天的行政处罚。

警方提醒：公安民警规范执法，
公民也有遵守法律的责任和义务，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对造谣惑众、信
谣传谣造成严重后果的，公安机关
将一律严惩不贷。

两人因谣传

交警暴力执法被拘

本报7月16日讯(记者 贺
莹莹 通讯员 刘杰) 持续
的高温天气让德州市民闷热
难耐，市民的用水量也是在不
断增加。7月16日，记者从德州
市供水总公司获悉，目前城区
最高日供水量达到13 . 9万立
方米，远高于去年同期12 . 4万
立方米的日供水量，夏季的供
水高峰期已经提前到来。

据供水总公司调度中心
主任徐军辉介绍，随着城市
的不断发展，供水量也在逐

年增加。今年城区最高日供
水量出现在7月3日，为13 . 9
万立方米。而去年城区日最
高供水量出现在7月14日，为
12 . 4万立方米。今年进入7月
份以来，除了降水天气外，基
本上城区的日供水量均在13
万立方米左右。如果按照明
月湖约66万立方米的蓄水量
计算，5天时间便能用掉1个
明月湖的水量。

目前，每天有两个供水高
峰期，集中在早晨6时30分至8

时和晚上21时至23时。以三水
厂为例，在高峰期1小时用水
量便达到5600立方米以上，普
通时段1小时用水量在4300立
方米左右。

当下刚刚入伏，迎来一年
中最热的天气时段，预计8月
底前均是用水高峰期。为了
保障城区居民安全用水，供
水总公司已经提前根据各项
参数制定计划，在6月底时便
增开3台运行机组以满足居
民用水需求。

随着城区不断发展以及
老旧小区改造等因素的影
响，城区的用水量不断增加。
虽然夏季城区用水量持续走
高，但供水量维持在正常范
围内。而且城区是第三、第四
水厂联合供水，保障了供水
安全与水质安全。

“我们也会对管网压力实
时监控，并且增加了对各水
厂、加压泵站的巡查频次，确
保设备安全运转。同时也期望
市民可以节约用水，错峰用

水。”徐军辉说。
用水进入高峰期，供水总

公司也提醒广大市民，此时更
应该提高节约用水的意识。建
议家庭中准备一只大水桶，专
门收集生活中的废水，比如在
清洗蔬菜和水果时，可将废水
收集起来用来冲厕，起到一水
多用的效果。另外，很多孩子
喜欢玩喷水枪等耗水玩具，家
长应该进行引导，特别是不要
提倡玩这些游戏，教育孩子从
小养成节约用水的意识。

手机充值卡还能“挣大钱”

王春丽是一个农村家庭妇女，一
家三口靠丈夫打工的微薄收入支撑
家庭开支，为了让家庭生活更富裕一
些，她一直想找一份料理家务和贴补
家用两不误的工作，她托人找、上网
找，无奈始终没有满意的。

“招手机卡充值代理，低价买卡
高价卖，还可赚得代理费，轻轻松松
高收入，心动不如行动，快来加盟
吧”。近日，王春丽在家用手机浏览一
个微信群时，这条销售手机充值卡的
信息吸引了她的眼球，自己如果低价
买进手机充值卡再高价卖出，也不用
出什么力气就把钱赚了，还能照顾家
庭，岂不两全其美，王春丽想到这里，
便通过这条信息联系了微信昵称为

“小太阳”的一个人，“小太阳”向她保
证百分之百的是真手机卡，如果不信
可以先购买一张试一试。

王春丽通过微信转给对方90元
购买一张面值100元的手机充值卡，
王春丽收到手机充值卡后经过验证，
话费确实增加了100元。王春丽认为
发现了一条快捷致富的捷径，她马上
联系了“小太阳”，交了1996元钱购入
110张面值100元的手机充值卡，在等

待手机充值卡快递的日子里，王春丽
心里乐开了花，她仿佛看见财富在向
自己招手……

发现被骗但为时已晚

王春丽收到这110张手机充值卡
后，发现这些充值卡跟之前的不一
样，为了验证真伪，她随机抽取了几
张卡，发现无法为手机账户充值，需
要下载APP连上网络后才能打电话，
手机话费和网络费用都没有增加，难
道这些卡都是假卡？她不甘心地把剩
下的手机充值卡全刮开，结果自己的
猜想不幸被证实了，王春丽意识到自
己被骗了。

“你是个大骗子，手机充值卡根
本就充不了费，快点还钱？”王春丽在
微信上质问“小太阳”；“我们不是欺
骗，给你的手机充值卡通过网络可以
打电话，是网络充值卡，我们只是夸
大宣传不是诈骗，你的钱也退不了，
如果你加入我们的团队做代理，也这
样操作，很快你就可以把投的钱赚回
来。”“小太阳”对王春丽抛出诱饵。

这批手机充值卡并没有钱，也并
非什么网络充值卡，王春丽知道“小太
阳”在骗人，她一开始并没有答应“小
太阳”入伙的邀请，但又想到自己被骗

了1900多元，感觉很窝囊，而且成为代
理不仅能把损失的钱赚回来还能发大
财，财迷心窍的王春丽便联系了“小太
阳”加入团队，开始了“疯狂之旅”。

未抵挡诱惑也开始骗人

“小太阳”把王春丽拉入了一个
话费充值微信群，王春丽在群里学会
了如何发布广告，如何用手机充值做
诱饵，如何诱惑对方做代理，如何骗
代理费。王春丽虽然学会了这些“套
路”，但她还是害怕被警察抓住而犹
豫不决不敢行动，后来，她发现话费
充值群内这么多人都是做这个的，也
没出什么事，来钱也很快，她侥幸地
认为法不责众，出不了什么大事，而
且还有高额收入。

王春丽便开始了疯狂的行骗之
路，她注册了多个微信号，不断加
人、加群，不断发布手机充值卡广告，
多次以真手机充值卡冒充诱饵，诱使
对方上当，然后再诱惑对方做代理，
赚取代理费，短时间内先后招收代
理50余人，收取代理费用8万余元。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王春丽最
终还是被公安机关抓获，德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
对其批准逮捕。

本报记者 路龙帅 通讯员 高忠祥 王志伟

原本一心要自食其力，缓解经济窘迫的状况，却不慎掉入诈骗的陷阱。意识到被骗后，本应该第一时间报警，她却有了了
骗人回本的念头，上了对方的贼船。因为贪念作祟，再加上侥幸心理，她最终踏上了诈骗的歧途，等待她的将是深牢大大狱。
近日，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王春丽(化名)批准逮捕。

低低价价买买卡卡高高价价卖卖，，都都是是套套路路
一女子从被骗到骗人，酿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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