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刘晓 通
讯员 张力) 12日，中铝青岛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出口巴基斯坦的一批价
值4 . 22万美元的沸石，在淄博检验检
疫局申请签发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区
原产地证书。经检务工作人员审核无
误后，企业顺利拿到证书。这是产地
证签证一体化措施实施后，淄博检验
检疫局签发的首份由异地企业申请
的原产地证书。

该批产品是由中国铝业有限公
司山东分公司生产，中铝青岛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作为发货人出口的。

据了解，与企业只能在工商注册
地检验检疫机构办理原产地证书的
传统模式不同,区域原产地签证一体
化针对商贸类企业“出口发货急、口
岸选择灵活、采购地点不固定”等特
点,以统一信息平台、统一管理模式、
统一执法联动为基础,打破了检验检
疫机构间现有的辖区界限。

据悉，中铝青岛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是第一家在淄博申请开展签证一
体化业务的异地企业，短短两天时
间，该公司已先后在淄博检验检疫局
申领4份产地证书，货值达15 . 5万美
元。

淄博首份一体化

原产地签证签发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刘光
斌 通讯员 罗苓秋 吴国强)

即日起至9月27日，淄博交警
部门将开展统一行动，专项整治
套牌假牌车辆、营运客车、危险
货物运输车、校车以及毒驾醉驾
等交通违法行为。统一行动将分
波次层层推进，并鼓励市民举报
相关违法行为。

据了解，为遏制重特大交通
事故发生，按照公安部交管局和
省公安厅交管局的统一部署要
求，自8月1日至9月27日，淄博市
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5个波次
的“打非治违”集中整治交通违
法统一行动，旅游客车、“营转
非”客车、营运客车、危险货物运
输车、校车等成为重点整治车
辆。每个波次为10天，目前第一
波次针对旅游客车、“营转非”客
车已经结束。

第二波次行动为整治套牌

假牌车辆，时间为8月13日至8月
22日。行动中将落实号牌缺少或
者损坏必查、新车旧牌或者旧车
新牌必查、悬挂外省市号牌必
查、遮挡或者污损号牌必查、无
牌无证必查、不按规定安装号牌
必查等。

第三波次开展整治营运客
车、危险货物运输车统一行动，
时间为8月25日至9月3日。督促客
运企业建立动态监控台账。集中
查纠长途客车凌晨2时至5时违
规运行行为。持续开展危化品道
路运输违法行为专项整治。

第四波次开展整治校车统
一行动，时间为9月6日至9月15

日。对本地特别是农村地区校车
和校车驾驶人开展驾驶人准驾
资格、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记录
排查，并增设护学岗。对低速货
车、三轮汽车、拖拉机等非载客
汽车接送学生的，依法予以处

罚，对校车、接送学生车辆存在
非法改装、改型、拆卸或加装座
椅的，一律扣留车辆。

第五波次开展整治“酒驾”、
“毒驾”统一行动，时间为9月18

日至9月27日。淄博公安交警部
门采取错时执勤、昼夜巡查、定
点蹲守、分散设卡、交叉执法等
方式，开展跨辖区查处“酒驾”、

“毒驾”统一行动。

五五轮轮专专项项行行动动剑剑指指交交通通违违法法
重点整治旅游客车、“营转非”客车、危险货物运输车、校车等

三三伏伏末末，，新新一一轮轮降降雨雨天天气气来来袭袭
最高温维持在30℃左右，市民需防范“秋老虎”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刘
晓 ) 进入“立秋”节气已经一
个星期左右的时间，而“三伏
天”也仅剩8天。不过降雨仍没
有结束，今起新一轮降雨来
袭。气温将进一步降低，但未
来天气变化多端，仍需防范

“秋老虎”影响。
据了解，8月上旬淄博平

均气温26 . 1～27 . 6℃，张店、高
青较常年偏低1℃，临淄和桓
台偏高1℃，其他各区县接近
常年。旬极端最高气温33 . 1～

35 . 9℃(临淄最高)，极端最低气
温21 . 1～22 . 0℃(沂源最低)。各
区县旬降水量69 . 9～132 . 2毫米
(临淄最多，桓台最少)，较常年
偏多47～142%。旬平均相对湿
度76～86%。旬日照时数45～61

小时。
气象部门监测，今年以

来，平均降水量395 . 4毫米，较
去年偏多129 . 6毫米，较常年偏
少18 . 2毫米。

“8月上旬淄博平均降水
量112 . 6毫米，较常年偏多53 . 2

毫米，距平百分率90%。7月中
旬到8月上旬全市平均降水量
210 . 2毫米，较常年偏多40 . 7毫
米，距平百分率为24%。各区县
均呈现无旱状态，土壤墒情较
好。”市气象局工作人员介绍。

市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
淄博将出现几次雷阵雨天气
过程，最高温30℃左右。“预计
降雨出现在15-16日(雷阵雨)和
18日前后(雷阵雨)，旬降水量
一般为20-30毫米，较常年偏
少。旬平均气温26℃左右，接近

常年。旬最高气温32～34℃。当
前墒情较好，预计中旬无旱
情。”市气象局工作人员说。

未来具体天气情况如下：
14日，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风
2到 3级，雷雨时 7 - 8级，2 3～
33℃；15日，阴有雷阵雨，南风
转北风2到3级，气温22～28℃；
16日，多云转晴，北风转南风2

到3级，气温21～31℃；17日，晴
转多云，南风2到3级，气温23～
32℃；18日，多云，南风2到3级，
气温22～29℃。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刘光斌
通讯员 罗苓秋 吴国强) 在刚刚
结束的第一波次“打非治违”集中整
治交通违法统一行动中，淄博交警部
门摸底客运企业42家，排查旅游客车
298辆，“营转非”客车488辆；查处各类
交通违法行为62691起，其中客车超员
45起，客车载货10起；曝光各类交通
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案例9起，通过
官方微博发布信息1万余条，设计印
制宣传材料10万份。

近年来，“营转非”客车，即营运
转非营运客车脱离监管、非法运输肇
事增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加强源头
监管，提高了震慑力。

营转非客车易脱管

十天摸底488辆

盗盗窃窃露露马马脚脚，，十十年年前前血血案案终终昭昭雪雪
嫌疑人图财杀害女店主，逃跑前仅找到几十元和一部旧手机

十年前的初夏，沂源县某手机店女老板身中4刀，被人残忍杀害，嫌疑人销声匿迹。10年后的盛夏，一起盗
窃案中却发现了嫌疑人的踪迹，警方迅速行动，十年血案终于沉冤得雪。

本报记者 刘光斌

通讯员 公为进 杨朝竹

手机店女店主被害

警方千里追凶

时针倒拨到2006年5月31日，
“当时的场面非常血腥，屋内到
处都是血迹，地板、床铺及地上
的衣服等都被沾有粘稠的血色，
房间里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被
害人罗某某倒在地上已没有了
生命迹象。”勘查民警这样回忆
2006年5月31日12时的现场所见。

“2006 . 5 . 31”案件引起了沂
源县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县、
市两级公安机关当即成立专案
组，但侦查数年，一直未获得有
价值的线索。

2015年7月15日，沂源县公安局
城区派出所接到星河湾小区一居
民被盗的案件，经过缜密的侦查，
民警发现，此案与十年前的那起命
案有着某种关系。

为此，民警分兵多路，先后调
取沂源、莱芜、泰安、曲阜等多地监
控60余处7200多分钟；通过对现场
提取犯罪嫌疑人遗留的证据，成功
比 中“ 2 0 1 5 . 7 . 1 5 ”盗 窃 案 与

“2006 . 5 . 31”故意杀人案，是同一人
所为，并成功将王某某抓获。

杀人后潜逃外地，以为没事重操旧业

据查，嫌疑人王某某1989

年11月出生，祖籍沂源，出生于
河南郑州，2002年移居泰安。

2006年5月，时年16岁的王
某某来沂源老家寻找亲人，便
盯上了罗某某的手机店。款式
新颖别致的通讯设施是那个时
代有钱人的行头，而经营这些
商品的女老板年轻漂亮，在他

年幼的心底里遂产生了抢劫念
头。

经过多日的跟踪，5月31日
8时许，王跟随罗某某进入房
内，威胁逼迫罗某某将家中的
现金及有价值东西拿出来，见
罗某某不从，王随即拿起桌上
的一把水果刀向罗身上连捅4

刀，见其倒下后还不忘翻箱倒

柜找钱找贵重物品，但直到他
逃走也只找到了10几元的现金
和一部廉价的手机。

案发后，王某某先后逃亡
至重庆、云南等地打工。2008年，
王某某又回到了沂源。在发现
无异常后，便重操旧业，万没有
想到今年7月15日凌晨这起盗
窃案成为他“认栽”的由头。

嫌疑人指认犯罪现场。（警方供图）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刘光斌
通讯员 黄凯 马秋成) 为打赢全
市空气异味综合整治攻坚战，即日起
至10月中旬，淄博市城管部门将联合
商务、公安等5个部门，共同对废品收
购站进行集中整治。并研究方案，有计
划地引导经营业户到城区外集中、规
范经营。

据了解，9日，市政府办公厅印发
《全市废品收购站(点)专项整治工作实
施方案》，确定从现在到10月中旬，分
调查摸底、组织实施、总结验收三个阶
段，由市城管、商务、公安、工商、环保、
住建等部门对废品收购站(点)进行专
项整治。

此次专项整治是空气异味综合整
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将对城区内证照
齐全的废品收购点进行规范治理，对
设置不规范、无照经营或证照不全的
站点进行集中清理整治，对露天焚烧
垃圾产生有毒有害气体、烟尘等行为
严格查处，坚决杜绝废品收购点异味。
同时，研究制定废品收购点布局方案，
有计划地引导经营业户到城区外集
中、规范经营，配备必要的环卫设施，
对废品收购点产生的各类垃圾统一收
集、统一处置，从源头上解决废品收购
站点异味的产生。

据了解，此次整治活动由市城管
部门牵头，将成立废品收购站(点)整治
工作办公室，建立联动机制，加大联合
执法力度和强度，并与有关部门及各
区县一同会商整治。目前，各区县作为
废品收购站(点)整治工作已全面展开。

城管联合五部门

整治废品收购站

交警对营运客车进行执法检查。 本报通讯员 王雪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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