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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淄博

城事

本报讯 近日，在临淄居然
之家，很多适合年轻人的家居品
牌引起了记者的关注，比如“3D

简约时尚木门”，其时尚的造型、
实惠的价格引来了很多年轻购买
者咨询。

据记者了解，3D艺术门是中
国木门十大品牌之一，内部填充
材料全部采用德国进口优质板
材，表面是采用纳米技术制作的
科技木，3D艺术门自推向市场以
来得到了用户的高度评价，并以
其时尚的造型被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所钟爱。

3D木门的经销商——— 盛韵
木业总经理李明介绍：为了满足
人们对美好家居生活的向往，盛
韵木业于2010年引进了3D艺术门
生产技术，针对年轻消费群体，他
们特别打造了3D简约时尚艺术
门，目前已成立两个3D艺术公馆
店面，分别位于张店富尔玛家居
广场，临淄居然之家。

作为一家从事生产和销售木
门及木制品配套装饰装修材料的
企业。盛韵木业创建于1998年，拥
有各类进口及国产设备一百余台，
占地五千平方米，公司于2002年在
张店联通路设立集成家居体验
馆——— 盛韵木门家居思想馆，为广
大客户提供一站式的装修服务。

盛韵木业长期致力于实木
门、原木门、实木复合门，推拉门、
博古架、酒柜、衣书橱、踢脚线、楼
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目前已涵
盖家庭装修里面所有木质产品的
定制。盛韵木业现已成立盛韵木
制文化创意中心，专业打造“私人
定制”，让你的家里呈现一种独具
一格的韵味，让家成为一种文化
的载体。

李总表示 ,盛韵木业将秉承
“关爱自然注重环保，提高人们生
活品质、缔造健康居家环境”的理
念，为大家创造卓越生活品质。

3D木门落户

临淄居然之家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张
汝树 通讯员 王吉政 张如)

13日，全市政法机关全力支
持环保工作第一次联席会议召
开。市委常委、秘书长、政法委
书记尚龙江出席会议并讲话，
要求依法从重从快查处一批重
点案件。

尚龙江指出，市委政法委
制定出台《全市政法机关全力
支持环保工作的1 0条意见》，

是政法机关全力服务市委、市
政府中心工作的具体体现，是
顺应民意、服务民生的郑重承
诺，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
制、推动司法执法工作与社会
治理工作有效衔接的有益探
索。全市政法机关必须要把

“顺民意、重民生，全力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作为打造“民
生政法”之要，对环境污染保
持“零容忍”，重拳出击，以打

开路，以顺应群众的呼声和意
愿。

尚龙江强调，《10条意见》
的出台，体现了市委、市政府
治理环境污染问题的决心，顺
应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在社会
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得到了上
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认可和
好评。

尚龙江要求，《10条意见》
的生命在于落实。下一步，要

强化宣传，营造保护环境人人
有责、污染环境人人喊打的浓
厚 氛 围 ；强 化 打 击 ，依 法 从
重、从快、顶格查处一批重点
案件，打出声威、形成震慑；
强化联动，各级各相关部门加
强协调配合，形成打击合力；
强化责任，实行严格的领导责
任制，制定责任分解方案，层
层压实责任，确保各项工作措
施落实到位。

政法机关支持环保工作第一次联席会议召开，尚龙江要求

依依法法从从重重从从快快查查处处一一批批环环保保案案件件

1月5日，淄博市委政法委下
发《关于政法机关全力支持环保
工作的10条意见》。今后，淄博市
将在全市范围内通过鼓励全民
铁拳治霾、开展“零点行动”、严
查环境污染案件及背后的职务
犯罪行为、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加大强制执法等手段，重拳治
污，建设美丽淄博。

营造依法保护环境的浓厚
舆论氛围。通过利用新闻媒体和
信息网络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环
保领域的违法犯罪线索，对经查
证属实的群众举报线索，环保部
门向举报人兑现奖励等。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铁拳治
霾”专项行动，公安与环保、国
土、住建、水利、交通、林业、城管
等部门“三联”执法机制，对矿山
企业和五大耗煤行业重点企业
开展重点检查，对盗窃、损毁环
境监测设施或者影响监测设施
功能正常运行及在线监控设备
数据造假的，废水废气偷排偷
放、超标排放、非法采矿以及阻
碍或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环境
保护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

执行职务的，依法严厉打击。
开展“零点行动”，及时固定

证据，全面摸排环保领域重大犯
罪线索，凡达到“两高”《司法解
释》等法律认定标准的，及时立
案侦查，快侦快破。

从重从快提起对环境污染
违法犯罪案件诉讼。充分履行检
察机关批捕、起诉职能，对人民
群众反映强烈、党委政府关注、
损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
环境污染犯罪案件以及妨碍环
境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犯
罪案件，依法从重从快提起诉
讼。

深入查办和预防环境污染
犯罪背后的职务犯罪。坚持依法
办案，积极从资源和环境遭破坏
的现象背后挖掘监管渎职犯罪
线索，发现监管中存在严重不履
行职责和不正确履行职责的渎职
失职行为坚决立案查处。

加强对环境污染犯罪案件
的诉讼监督；依法顶格审理重点
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加大强制执
行力度；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张汝树）

十条意见“铁拳治霾”

环境污染从重处理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孙
慧瑶 通讯员 尹涛 牛玉倩)

没有进行车辆登记的老年代
步车撞了人，而且逃逸了，确定
代步车车主成了最大难题。近
日，淄川区公安分局成功破获
了这起案件

今年1月1日17时20分许，有
人报警称在胶王路淄川区岭子
镇小口村路段一个人躺在地
上，接警后，两名值班民警迅速

赶到现场，对现场展开勘查及
调查取证工作。

1月1日19时50分许，车型
确认组民警根据现场遗留碎
片，将肇事车辆车型确认为
老年代步车，但是因为这类
车辆现在没有纳入车辆登记
范围，通过车辆类型进一步
确 认 车 主 信 息 的 方 法 行 不
通。

当民警在通过对沿途十

多个监控设备进行调看后，最
终发现该车事发前在距事故
发生地以东二十多公里的磁
村镇商磁路小百溪村路段出
现过。

1月 2日凌晨1时许，专案
组连夜召开案情分析会，对各
小组侦查情况进行汇总，针对
倒查方式无法进一步确认嫌
疑车辆及驾驶人的情况，专案
组二次对调取的所有监控录

像进行了辨认，重点加强了对
收费站、卡口类监控设施的嫌
疑车辆照片资料进行辨认分
析，通过这一方式专案组对嫌
疑车辆照片的甄别中发现该
车前部的一小型铭牌上显示
该车为“五星牌”助力车。最
后，周村区王村镇驾驶人李某
被纳入专案组视线。最终李某
被专案组连车带人一并抓捕
归案。

老老年年代代步步车车致致人人死死亡亡逃逃逸逸
警方多方查找锁定目标，犯罪嫌疑人被收押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孙慧
瑶 通讯员 尹涛、牛玉倩) 近
日，在淄城路淄川区松岭派出所
路段，一辆电动自行车车主被撞，
伤势严重，肇事车辆逃逸。

接警后，两名值班民警赶到
现场，对现场展开调查取证工作。
通过现场勘查，民警初步判断这
是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由于伤
者伤势严重，一直处于抢救过程
中，无法提供肇事逃逸车辆任何
有价值的线索。民警在现场除提
取到肇事逃逸车辆遗留在现场的
少量碎片和车顶行李架碎片外，
还发现因为撞击致使肇事车辆轮
胎受损，肇事车辆在逃逸过程中
在地面留下了较为明显的轮胎压
痕。

根据这道轮胎压痕，现场勘
查民警立即步行沿痕迹展开追
踪，通过辨认跟踪民警发现肇事
逃逸车辆沿淄城路向南行驶至淄
川区吉祥广场处，从吉祥广场向
西行驶至胶王路，民警在追踪六
七公里后轮胎痕迹消失，肇事逃
逸车辆失去了踪迹，此条线索就
此中断。民警又根据现场遗留肇
事逃逸车辆顶部行李架碎片的特
征，对肇事地点来车方向的各条
道路上的监控卡口设施进行调
看，逐一仔细辨认，重点锁定了两
辆顶部装备行李架的嫌疑车辆。

随即专案组安排专人根据调
取出的两辆嫌疑车辆的档案信
息，逐一同登记车主取得联系，最
终确定犯罪嫌疑人是淄川区黄家
铺镇田某某。

车顶部“行李架”

揪出肇事车主

8日早晨，淄博出现严重雾霾天气。一市民在市高新区火炬公
园玩空竹，锻炼身体。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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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铁拳拳治治霾霾彰彰显显政政府府决决心心

“淄博属于雾霾等严重空
气污染范围之列，上半年淄博
的PM 2 . 5指数持续数日‘爆
表’，进入冬季，空气质量更是
多次出现重度污染的现象，尽
管政府部门在治理污染问题上
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是力度还
不够。”山东理工大学社会学教
授牛喜霞说，而这次政法系统
的加入，将使治理雾霾提高到
一个新的高度。

“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党

委政府关注、损害后果严重、社
会影响恶劣的环境污染犯罪案
件以及妨碍环境执法人员依法
执行公务的犯罪案件 ,依法从
重从快提起诉讼。”牛喜霞说，
政法系统的加入将对环境违法
者形成一种巨大的威慑。

牛喜霞说：“市委政法委负
责总调度 ,调度区县和部门工
作情况，这将使多部门合作成
为常态，也彰显了政府的治霾
决心”。

智能
电子眼

近日，淄川公安分局为
加强技防工作、有效预防盗
窃案件发生，与联通公司合
作推出、并在辖区推介安装
一款名为“平安小威士”的
网络视频监控系统。家庭、
企业、商铺等场所安装这套
监控系统后，室内的高清红
外摄像头能有效捕捉到盗
贼闯入。

本报通讯员 李增强
摄影报道


	Y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