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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大家好，我叫周艺豪,今天由我给大家播报天气。
我喜欢音乐，大家看我拿着吉他的样子是不是非常的
有范儿啊。爸爸妈妈希望我能够天天开心，天天进步。
23日 星期四 多云 0℃~10℃ 南风3级
24日 星期五 阴转小雨 0℃~9℃ 北风3级
25日 星期六 多云转晴 -4℃~6℃ 北风3

级
生活指数：
穿衣指数：毛衣类
风衣、大衣、夹大衣、外套、毛衣、毛套装、西
服套装、薄棉外套
感冒指数：易发期
天气很凉，季节转换的气候，慎重增加衣服；较易
引起感冒；
体感度指数：较凉
老年、幼儿、体弱者外出需要带上薄围巾、薄手
套。

幸幸福福童童年年
摄摄影影中中心心

宝 贝 聊 天

台儿庄古城在贺年会期间，
致力打造“华东地区最有年味的
古城”，制定了系列优惠政策。
2013年12月30日至2014年2月28日，
全国游客网络订票日夜场门票88

元/张，全国17岁以下学生和大学
生凭有效证件购买门票20元/张，
加20元可办理古城年卡。

(赵伟)

台儿庄古城

过年优惠多

2014年1月17日，爱玛电动
车发起的“千里返乡，爱玛相伴”
关爱行动在梅州市平远县正式
启动。此次公益活动，爱玛联合
岑溪、梅州等地方政府相关部
门，以外来务工人员最集中的珠
三角为中心，在广东至广西、江
西国道沿线设置多个爱心补给
站，发放方便食品总计20000份，

并提供热水及休息场所，活动预
计覆盖10万铁骑返乡农民工。

过往农民工对爱玛企业此
举交口称赞。同时，平远县公安
局副局长兼交警大队长姚建军
也表示，此次活动符合党十八大
和中央文明办关于春运期间组
织开展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
动的有关要求，也与当地相关工

作部署吻合，欢迎更多像爱玛电
动车这样的企业加入，关爱返乡
农民工，构建和谐大家庭。

据了解，爱玛企业一直处于
快速发展阶段，去年，首次发布
行业责任倡议书，随即凭借“骑
迹千里”活动首创世界吉尼斯纪
录，又在年底率先创下“2013年
第 3 5 0 万 辆 整 车 下 线 ”的 成

绩……作为电动车行业的领导
者，爱玛企业始终坚持践行企业
社会责任，在公益领域不遗余
力。爱玛电动车负责人表示，发
起此次活动有2个目的，一是利
用企业自身资源为返乡农民工
提供一份力所能及的温暖和关
爱；同时，也希望借此呼吁更多
的企业行动起来。

““千千里里返返乡乡 爱爱玛玛相相伴伴””
————爱爱玛玛电电动动车车将将农农民民工工关关爱爱行行动动进进行行到到底底

本报1月22日讯 (记者 于鹏
飞 ) 记者22日从莱芜市旅游部
门了解到，2014“好客山东莱芜
贺年会”现已全面启动。莱芜日
前对各旅游景点、饭店、旅行社
及旅游企业的安全工作进行安
排部署，确保旅游安全万无一
失。

莱芜市各旅游景区会重点
做好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工

作。重点检查景区内各种游客运
输工具和游乐设施性能是否完
好，安全防范措施是否合格，是
否有专人值守；游览线路重点部
位的安全警示标志是否明显，安
全防护设施是否到位，紧急疏导
通道是否畅通，秩序维护人员配
备是否周全；餐饮场所卫生条件
是否达标，购物场所的消防设施
是否齐备，同时要做好做实景区

森林防火工作。
对于旅游饭店会重点做好

消防安全、供水、供电、卫生检疫
和预防食物中毒等工作。各单位
要对店内消防喷淋设施、安全通
道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杜绝火灾
隐患；认真检查内部供水、供电
情况，对已老化的管道、线路进
行维修、更换；严防食品中毒事
故发生；严格落实客用电梯维修

保养，确保电梯安全运营。
另外，全市各旅行社也要重

点做好租车交通安全工作。各单
位租用旅游车辆时，必须选择信
誉好的车队、技术性能合格的车
辆和责任心强、技术过硬的驾驶
员，签订旅游接待用车、人身保
险等相关合同，明确事故责任追
究制度和处理赔偿办法，确保旅
游用车安全。

莱芜市旅游部门保障“好客山东莱芜贺年会”期间旅游安全

过过年年来来莱莱芜芜旅旅游游可可以以放放心心了了

本报1月22日讯 (记者 魏晓
燕 通讯员 苏鹏 ) 为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加强惩防体系完善，
结合近段时期以来金融领域案件
频发高发的新形势、新特点，中国
银行莱芜分行于近期举办了“预
防经济犯罪”知识讲座，特邀莱芜
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专家亲临授
课，中国银行莱芜分行100多名干
部员工听了本次讲座。

讲座主要围绕“以金融单位
为侵害对象的常见犯罪、近几年
来我市金融犯罪的基本情况、加
强经侦部门与金融单位的协作”

等几方面内容，对2011至2013年
我市金融行业涉及贷款诈骗、票
据诈骗、伪造金融票据、妨害信用

卡管理、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以
及非国家公务人员受贿罪和职务
侵占挪用资金罪等违法案件的定

义、追诉标准进行了详细讲解，进
一步增强了参会人员对金融犯罪
界限及危害性的认识。

中中国国银银行行举举办办““预预防防经经济济犯犯罪罪””讲讲座座

本报1月22日讯 (记者 程凌

润 ) 马年春节临近，莱芜多人、

多个组织受到各种表彰。莱城区

高庄街道对仙门村村民高隆贵

等 9 9人获评 2 0 1 3年度“莱芜好

人”，其中莱芜市公路局青莱告

诉公路辛庄收费站职工张久国

等 7 人 被 评 为 2 0 1 3 年“ 莱 芜 好

人——— 每月一星”。他们对推进

公民思想道德建设 ,提升公民道

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做出了

突出贡献。

陈毅中学初一学生王之涵

等20名学生被评为“美德少年”；

莱芜市实验中学教师万国明等
20人被授予“第二届莱芜市优秀

志愿者”荣誉称号；“莱芜市青年

志愿者协会”等5个组织被授予

“第二届莱芜市优秀志愿服务组

织”荣誉称号。

99人获评

“莱芜好人”

本报1月22日讯 (记者 于
鹏飞) 22日记者从莱芜市旅游局
获悉，莱芜市2013年度导游人员
年审工作全面启动。2013年12月31

日前领取导游 IC卡的导游人员
(包括外语类及中级导游员)均需
参加年审。凡未参加本年度年审
的导游人员，其考评结果将被列
为“暂缓通过年审”。

记者从市旅游局了解到，参
加年审的导游员应在2月20日前
完成网上学习和考试，并填写《山
东省导游员IC卡年审申请表》。具
体操作流程为：导游员登录“山东
导游网”(www.sdtg.gov.cn)，点击该
网站飘窗—“山东导游员年审培
训操作说明”，根据说明进行学
习和考试。通过考试取得规定学
分者，打印《2013年导游年审培训
成绩单》，填写《山东省导游员IC

卡年审申请表》，交所属单位填
写意见并盖章。据介绍，莱芜导
游人员年审工作由市旅游局统
一组织，各旅行社及导游服务中
心负责本单位导游人员年审工
作的具体实施，开展集中年审工
作时间从本月开始，将持续至4

月30日。

本月开始对

导游IC卡年审

本报1月22日讯 (记者 程凌
润 通讯员 赵帅 吕晓 ) “谢
谢检察官给了我一次改过自新的
机会，酒后驾驶害人不浅，今后我
会更加珍惜人生，遵守法律……
马年即将来临，祝你们工作顺利，
生活幸福 !”近日，一封来自武汉
理工大学的新年贺卡寄到了莱芜
市钢城区检察院公诉科检察官的
手中。

据了解，寄送贺卡的是一名

大四学生，名叫李志(化名)，老家
在沂源县，去年9月他因涉嫌危险
驾驶被送至钢城区检察院。去年
暑假期间，他到钢城区女友家作
客，晚饭期间喝了点酒，他在饭后
驾驶二轮摩托车回家的途中，不
慎撞向周某某停放在路旁装货的
重型货车尾部，造成自己受伤。

事故发生后，经交警部门检
测，李志属醉酒驾驶。李志承担事
故主要责任，周某某违章停车承

担责任。同年8月13日，李志与周
某某双方达成赔偿协议，周某某
赔偿李志医疗费用4310 . 72元，其
余互不追究。

一旦将案件起诉至法院，这
名涉案大学生将被法院追究刑事
责任，不但失去大学生的身份，还
要变成社会的罪人。”办案检察官
进过反复查阅卷宗认为，本案中李
志醉酒驾车的行为并没有给他人
造成严重损失，案件发生后能如实

供述酒驾事实，积极悔罪，态度诚
恳，且其系在校大学生，考虑到案
件的处理可能对其今后毕业及工
作产生的不利影响，应尽可能给他
接受教育和改过自新的机会。

经过到李志所在学校走访，
检察官了解到李志平时表现较
好，综合本案情节，认为李志系初
犯、偶犯，情节轻微，本着教育、感
化、挽救的方针，该院依法对其作
出了不起诉决定。

本来是醉驾，却被给了改过自新的机会

大大学学生生给给检检察察官官寄寄贺贺卡卡表表感感激激

本报1月22日讯(记者 程凌
润 ) 烟台某大学独立学院的学
生王某，因相恋两年的同班同学
亓某提出分手，他竟狠心地将其
杀死在宾馆中，后来又自杀未
遂。16日，记者从莱芜市中级人
民法院获悉，王某因犯故意杀人
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目前正羁押在莱芜市看
守所。

王某与亓某是烟台某大学
独立学院计算机信息系同班同
学，他们在2009年5月份建立恋
爱关系，2011年1月20日起，亓某
多次向王某提出分手，王某始终
没有同意。2011年1月25日，王某
还专门坐车从老家临沂赶往莱
芜，希望能够能与亓某继续保持
恋爱关系。

“我已经另外找了一个男朋
友。”坐在客车的王某听到女友
这样的答复后，就心生怨恨，有
了把女友杀害然后自杀的想法。
当天中午，王某到达了莱芜，他
首先在莱芜官寺商场买两把匕
首，然后就把亓某约到一家宾
馆。

在宾馆中，两人因分手问题
发生争执，王某还生气打了亓某
一巴掌，这时候亓某想打电话求
救，却被王某抢走了手机后，又
被摁倒在床上。王某掐住了亓某
的脖子导致其窒息，还用一把匕
首刺向亓某胸部，导致其死亡。

这时，王某把他杀人的事情
告诉家人，然后用匕首捅刺自己
想要自杀，却没有成功。最终，公
安部门接到王某家人的报警后，
王某被现场抓获，同年2月2日，
王某被依法逮捕。

经法医学鉴定，被害人亓某
系左胸部刺创致肺破裂死亡，生
前有被扼颈致机械性窒息过程。

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王某因感情纠葛，故意非法
剥夺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其行为
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王某无
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男子不满分手

杀害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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