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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店区11处：

明清街与联通路路口、柳泉路
与华光路路口、柳泉路与共青团西
路路口、南京路铁路桥两侧、金晶大
道与潘南路路口、金晶大道与人民
路路口、金晶大道与共青团路路口。

一下雨积水就很严重的路段：
张辛路铁路桥两侧、西四路铁

路桥、西五路铁路桥两侧、昌国路鲁
中蔬菜批发市场(淄博警校处)。

高新区7处：

万杰路猪龙河桥、化北路猪龙
河桥、裕民路猪龙河桥、金晶大道与
鲁泰大道路口、鲁泰大道与淄东铁
路桥下、柳泉路中润大道至鲁泰大
道路段、中润大道与淄东铁路桥下。

淄川区7处：

张博路月庄、建材城路段、三里
沟铁路桥洞路段、昆仑洄村铁路桥
洞路段、松龄路城区蒲泉大酒店中
医院路段、雁阳路与湖南路路口东
侧、湖南路十五中路口。

周村区5处：

正阳路铁路桥路段、米河路铁
路桥路段、309国道爱国铁路桥路
段、309国道沙发市场路段、新建路
周村地税局门前路段。

临淄区7处：

临淄收费站五路口、马莲台路
口、管仲路铁路桥、尧王路口 , 源
路、牛山路、晏婴路等。

全市易积水路段

66天天下下的的雨雨相相当当于于去去年年全全年年3300%%
主城区张店降水量117 . 9毫米，高居全市首位

本报8月6日讯 (见习记者
李瑶 通讯员 唐玲) “快来淄
博看海”，从5日晚10时至6日16时，
淄博中心城区强降雨时下时停，
部分路段甚至出现较严重的积
水，路上行驶的车辆犹如趟河而
过，随处可见在雨中艰难穿行的
路人。

据市气象局统计，8月1日7时
～6日16时，全市平均降水量80 . 1

毫米，高青县103 . 1毫米，桓台县
81 . 2毫米，周村109 . 5毫米，张店
117 . 9毫米，临淄103 . 3毫米，淄川
78 . 8毫米，博山70 . 4毫米，沂源县
49 . 8毫米，是历年同期的3倍,是去
年同期的5 . 7倍。其中，主城区张
店的平均降水量居首位，大概为
去年年平均降水量396 . 6毫米的
30％，“这可能是今年夏天最强的
一次降水过程。”

针对此次淄博的强降水，气
象局工作人员称，主要是由于西
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
与冷空气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

至于夏季降雨多短时强降雨,

且降水不均匀,据介绍，则主要和
局地性热对流天气有关。据了解，
截至目前淄博全市今年累计降水
359毫米 ,比历年同期偏少13%，比
去年同期偏多41%。气象局相关工
作人员称，全市范围内的降水会
在6日晚结束，目前没有收到汛期
灾害的报告。

市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淄
博仍将出现几次雷阵雨天气过
程，最高温30℃左右。未来具体天
气情况如下：7日，多云，东南风2

到3级，气温21～29℃；8日，多云转
阴有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气温
21～31℃；9日，阴有雷阵雨，东风2

到3级，气温22～32℃；10日，多云
转阴有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气
温23～30℃；11日，多云转晴，东北
风2到3级，气温22～29℃。

““不不一一样样的的暑暑假假””仅仅剩剩两两个个名名额额
活动得到漱玉平民大药房大力支持，报名电话：18505337568

本报8月6日讯(记者 王
亚男) “不一样的暑假”第三
季启动的消息发出后，收到了
市民的广泛关注。经过一天的
报名，目前仅剩下两个名额，
想要参加的孩子可要抓紧了。

刚上班，记者就接到了咨
询电话“具体行程是什么？”

“孩子非常想参加，可是时间
上不合适，你们还有这种活动
吗？”家长们参加活动的心情
都很迫切。

本次活动得到了漱玉平
民大药房的大力支持。漱玉平
民大药房是山东省医药零售
连锁行业的龙头企业，是山东
省第一家平价药房。其积极参

与社会公益事业，先后为全省
老年人、残疾人、困难学生和
特困家庭捐款、捐物、捐药等
折合人民币千余万元。漱玉平
民大药房副总经理李强说，公
司将全方位为孩子们提供吃
住保障。“公益事业不仅仅是
给孩子多少东西、多少钱，还
要丰富孩子们的精神世界。这
次活动带领大山里的孩子走
出来，带孩子们游览百年山
大、探访趵突泉等，能极大的
丰富孩子们的精神世界。”

经过一天的报名，目前仅
剩下两个名额，想要报名参加
的孩子可要抓紧了。报名电
话：18505337568 .

利利用用信信用用卡卡代代还还漏漏洞洞抢抢劫劫万万元元
男子实施抢劫前，先以顾客身份进行踩点

本报8月6日讯(记者 刘光
斌 通讯员 李淑娟 武东杰)

男子专职为别人代还信用卡
欠费，却被“顾客”设套，被盗1 . 8

万元。8月4日，市公安局张店分
局刑侦大队九中队成功抓获两
名嫌疑人。

7月31日13时左右，群众报警
称，张店人民东路附近发生抢劫
案。张店警方赶到现场后，向受
害人于先生了解到，于先生是一
名专职为他人代还信用卡欠费

自由职业者。事发当天，一名男
子来到于先生家中，称自己希望
于先生帮助代还3 . 5万元信用卡
欠费。于先生先利用网络手段，
为男子缴纳了1 . 8万元的欠费。
按照流程，于先生接下来便会
在自己办理的POS机上刷卡套
现。然而此时男子却要求暂缓操
作，自称因为操作太频繁存在封
卡的危险。就在于先生放松警惕
时，男子突然拿出一只电棍刺
来，而于先生手中的那张已经还

款一半的信用卡也被男子夺走。
于先生立刻追出去，并在走廊
里扭打成一团，同时向楼下的
居民求救。男子惊慌之下，用电
棍狠狠砸向于先生才得以逃
脱。随后男子跑向三楼，从三楼
直接跳下，钻进路边的一辆车逃
离现场。

在了解基本案情后，警方迅
速组织警力进行勘察，两名嫌疑
人露出水面。8月4日，张店警方
组织警力赶赴临沂，在当地一家

宾馆内将躲藏在此的嫌疑人郑
某、魏某抓获。而被抢信用卡已
经被两人用POS机套现。

经过审讯，郑某和魏某供述
了自己利用代还信用卡环节中
的漏洞进行抢劫的犯罪事实。原
来，郑某和魏某实施抢劫前两人
有具体分工，郑某在行动前先假
扮寻找代还信用卡业务的顾客
进行踩点及接应。魏某负责具体
实施。目前，两人已经被刑拘，案
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孩子和家长一起参观淄博市博物馆。（资料片）

相关链接

发发现现严严重重积积水水将将封封闭闭道道路路
中心城区50多人专职巡查，部分桥洞设置围挡

本报8月6日讯(记者 李
超 见习记者 李瑶) 实行
24小时值班，大雨天加强路面
巡视，道路积水严重将封闭。
近日，淄博持续降雨，城市防
汛面临考验，防汛部门采取多
种措施加强城市防汛。

记者从城市防汛部门获
悉，目前，中心城区有50多人的
防汛队伍对道路进行巡查，及
时清理堵塞的雨篦子，清理排
水管道。同时市政、环卫人员
也将强对道路的清理，发现积
水路段及时采取措施。

“各区县的市政环卫人员
也都加强了路面巡视，在重点
易积水路段还会有专门人员
巡查，确保行人和车辆安全。”
市城市防汛部门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

今年，城市防汛应急指挥
平台已经启动，包括13个视频
监控、13个雨量计、13个水位
计、8个led显示屏。该平台监控、
计量设施主要分布在中心城
区学校、医院、立交桥、火车站
等人群密集、车流量大易积水
路段。

据悉，该平台综合运用互
联网、数据库、专业模型和3s等
技术，建立雨情、水情、险情、气
象、地理信息平台，整合中心
城区市政排水设施资源，实时
监测。该平台将为决策和指挥
城市排水防涝、防汛工作提供
方案和依据。

此外，在易积水路段，防
汛部门设立了专门的警示标
志，东四路桥洞、西四路桥洞
还专门设立了围挡，如果积水
一旦超过警戒水位，工作人员
就会拉起围挡，封闭道路。

在张店人民东路与东三路路口瞬时积水淹过了行人脚面。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基金业英华奖揭晓

泰信基金朱志权问鼎

“五年期权益类最佳基金经理”

由证券时报、中国基金报推出的
资产管理业“奥斯卡”——— 第二届“中
国基金业英华奖”7月31日在深圳揭
晓，其中泰信基金投资总监朱志权被
评为“五年期权益类最佳基金经理”，
成为公募界最杰出的基金经理典范。

据悉，“中国基金业英华奖”通过
纯量化指标考核，旨在考察基金经理
超额收益获取能力以及对风险控制
的把握能力。这一奖项直达资产管理
界核心，评选出公募、私募、资管界最
优秀的人才，推动大资管行业优胜劣
汰和健康发展。

泰信基金的投研能力和资管能
力一直在业界有口皆碑，相关指标
多次在晨星的基金公司综合量化评
估报告中名列前茅。海通证券权益
投资基金绝对收益榜单显示，截至
二季度末，泰信基金旗下9只主动管
理权益类产品今年以来平均收益
55 . 76%，在81家基金公司中跻身前
二十。在最近半年、一年、两年中，泰
信基金权益类投资排名几乎都跻身
行业前二十，净值增长率分别为
58 . 23%、90 . 89%和110 . 52%，主动投研
能力突出。

对于下半年的股市配置方向，
朱志权称投资应该回归行业基本面，
重视细分成长行业的景气度，“在当
前遍地都是打折股的背景下，买入有
业绩支撑的成长股。具体来看，信息
安全、传媒和医疗服务是未来重要配
置的方向。”

此外，朱志权分析指出，由央企
改革扩容、地方国企改革，科研院所
改制等推动的国企改革方向也值得
重点关注，选股思路可遵循以下两个
路径：一是大集团小公司，上市公司
是集团资产证券化的平台；二是国企
改革对公司业绩改善明显的行业，如
传统周期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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