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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风吹吹霾霾散散，，蓝蓝天天白白云云还还得得等等一一周周
19日开始一股轻度霾再度来袭，周末强冷空气携风雨来

本报10月18日讯 (记者
刘晓 通讯员 唐玲 ) 持续
了三天的重度霾，在18日下午
终于得到好转。受一股中等强
度冷空气影响，淄博空气质量
逐步转为良好。但19日夜间开
始，一股轻度霾重新发展，要
想再看到蓝天白云，还得等到
下一周。

据环保部数据中心监测显
示，18日下午1点左右，淄博空
气质量指数降到100以下，达到
良好级别。“主要是受冷空气
的影响，之所以大家仍然看到
天空灰蒙蒙的，这主要是受雾
的影响。”气象部门工作人员
介绍，由于近几天气温一直高
位运行，地面水汽蒸发量大，
突然而来的冷空气导致水蒸
气迅速凝结成小水滴，出现了

雾天，不过空气质量指数还在
持续下降，市民可放心出行。

据了解，16日开始，重度霾
袭击我省，其中，鲁西北、鲁中和
鲁南地区出现中度以上霾天气，
德州、聊城、淄博、济宁4市已达
到严重霾，省气象台及时发布霾
黄色预警信号。

监测数据显示，16日淄博空
气质量指数为236，达到重度污
染级别，首要污染物为PM2.5。淄
博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
公室及时启动重污染天气Ⅲ级
应急响应。

据市气象台预报，未来一周
仍将受轻度霾影响，市民需加强
防范。周末开始，将有一股较强
冷空气来袭，平均气温与往年同
期相比将偏低2-3℃。未来具体
天气情况如下：19日，多云转晴，

南风2到3级，气温13～26℃；20

日，晴，南风2到3级，气温12～
26℃；21日，多云，北风3到4级，气

温11～23℃；22日，多云，北风2到
3级，气温12～24℃；23日，多云，
南风2到3级，气温14～26℃。

市市规规划划局局原原局局长长焦焦仁仁方方被被开开除除党党籍籍
此前因受贿、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一审被判刑11年

本报10月18日讯 (记者
李超 ) 1 6日，淄博市纪委发
布消息，经淄博市纪委常委
会研究报淄博市委批准，淄
博市纪委给予淄博市规划局
原 局 长 焦 仁 方 开 除 党 籍 处
分，并取消其原退休待遇，对
其他相关涉案人员有关问题
正在调查处理。

此前，焦仁方因受贿罪、非
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被依法判处
有期徒刑11年。

焦仁方，1 9 4 6年1 0月生，
博山区崮山镇天津湾村人，

1995年3月开始任淄博市规划
局局长、党支部书记，市建委
党委委员；2002年12月，任市
规划局局长、党组书记。2014

年6月13日，淄博市规划局原
局长焦仁方 (正县级 )因涉嫌
受贿罪被淄博市人民检察院
依法决定逮捕。

此前，经淄博市人民检察
院指定管辖，由淄博市临淄区
人民检察院立查并提起公诉
的淄博市规划局原局长焦仁
方受贿、非法持有枪支弹药
一案，由淄博市临淄区人民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
焦仁方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
11年。

法院审理查明，1997年5

月至2013年3月，被告人焦仁
方在担任淄博市规划局局长
(正县级)期间以及离职后，利
用 负 责 规 划 审 批 的 职 务 便
利，多次收受 7家企业和 9家
单 位 的 相 关 人 员 所 送 现 金
128 . 3989万元及1060美元，为
行贿人在办理规划审批手续
等方面提供帮助和便利。另
外，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

持有小口径步枪1支，单管猎
枪1支，运动枪弹290发，金属
猎枪弹36发。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
焦仁方犯受贿罪、非法持有
枪支弹药罪，鉴于其对自己
所犯受贿罪罪行如实交代，
并主动交代非法持有枪支、
弹药行为，有自首情节，可依
法从轻、减轻处罚。以受贿罪
判处焦仁方有期徒刑10年6个
月；以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数罪并
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

淄博启动秋冬

社会治安大巡防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刘
光斌 通讯员 董春鸽) 为发
现和打击现行盗抢违法犯罪，17

日，市公安局在市博物馆广场组
织淄博市秋冬社会治安大巡防
启动仪式。

仪式上，近千名巡警、特警、
武警、交警、派出所、协警及“红
袖标”社区巡防队员组成的16个
巡防方队，队形整齐，精神抖擞，
62辆警用巡逻车、60辆巡逻电动
车、60辆警用摩托车、6台装甲运
兵车，警灯闪烁，整装待发。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韩国
祥向参战民警作战前动员，发出
了全市秋冬社会治安大巡防的
进军号令。

淄博市交通局对人大专项工作评议情况进行整改落实

公公交交车车延延长长线线路路和和营营运运时时间间
本报10月18日讯 (见习记

者 李洋 通讯员 车冲 )

近日，市交通局对淄博市人大
专常委会反馈的135条意见建
议进行了整改，其中已经整改
完成112条，整改完成率达83%。
做到了应改即改，件件有落
实，件件有回应。

据了解，整改内容主要
包括推进交通运输基础设施
建设，提升服务经济发展的
支撑能力；突出民生，提升服
务保障能力；增强依法履职
能力，提升行业管理水平；加
强队伍和党风廉政建设，提

升实现作风效能建设。公交
客运作为一个与市民日常出
行息息相关的部门，今年市
人大代表意见建议中涉及公
交客运的有 3 1条。截止到目
前，其中 2 2条意见建议已经
整改完成，8条意见建议正在
整改之中。

据介绍，对于群众比较
关心的增加公交车辆夜间营
运时间的问题，淄博市交通
局公共汽车公司也作出了相
应的调整。延长了客流较多
的几条公交线路的夜间运营
时间。如2路末班车发车时间

由最初的20：00向后延至20：
40，7路末班车发车时间由18：
30向后延至21：00，167路末班
车发车时间由19 :30向后延至
20：30，138路、159路末班车发
车时间向后延至21：00。与此
同时，对学校周边一些设置
不合理的站点进行调整。

关于设立站点上，在学
校周边，方便群众和学生，也
为安全考虑，避免学生走很
远去坐车的建议，淄博公交
客运公司在设置站点时既充
分考虑安全因素，又考虑乘
客出行的方便，同时，还会结

合公交热线市民反映多的问
题，对一些设置不合理的站
点进行调整。比如，1 6 8路凯
瑞小学站，接学生家长反映
公 交 站 点 距 离 学 校 门 口 过
近，上下学时间大量小学生
在马路上穿梭，同时有车身
较长的公交车在这条道路运
行，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根据
市民建议公司将 1 6 8路调整
到南京路运行，并就近调整
设置了站点。今后公司将本
着确保安全、便捷出行、优化
调整的原则对公交站点进行
调整。

今年水库蓄水量

仅为历年同期一半

据淄博市水文局统计，截至目
前，淄博今年累计平均降水量485 . 9

毫米，较历年同期偏少21%，较去年
同期偏多36%。汛期(6～9月)共有12

次较大降雨过程，降雨总日数45天，
平均降雨量350 . 5毫米，比历年同期
偏少27%，比去年同期偏多21%。博
山区最大410 . 8毫米，桓台县最小
305 . 9毫米，其他区县一般在320～
370毫米之间。

10月11日，全市五座大中型水
库总蓄水量6450万方，比历年同期
少蓄6449万方，比去年同期少蓄4268

亿立方，比汛初减少蓄水423万方。
太河水库当前蓄水量为212万方，比
历年同期少蓄5178万方，比去年同
期少蓄3170万立方，比汛初减少蓄
水837万方。

相关链接

18日下午，一名市民正在拉上自己的上衣拉链保暖。
本报见习记者 李洋 摄

本报10月18日讯，(见习记者 李
洋 通讯员 车冲) “在车站等了半
天车还没来，早知道晚点出门了”。常
坐公交出行的人都有过这样的感慨。

针对市民反映，近日，经过近一
年的反复测试，淄博公交公司推出了
一款免费的手机app乘车软件，市民
使用该软件可查询到淄博公交各条
线路公交车的实时运营情况，提高出
行效率。

淄博公交提醒广大市民，乘坐公
交车既环保又快捷，请广大市民出行
时尽量选择低碳、环保的公交车出
行。

公交客运手机app

让公交车等你

本报10月18日讯(通讯员 王
智庆 石淇炜) 17日上午，张店区
2015年“慈心一日捐”活动启动，张
店区各镇办、各区直部门、单位主
要负责人依次奉献爱心。此次活动
共收到善款36400元。

2015年“慈心一日捐”活动从10

月13日开始，到11月底结束。此次活
动呼吁单位和个人开展一次爱心
活动，做一天慈善义工，结对帮扶
一户困难家庭，让更多的人了解慈
善、参与慈善、支持慈善。张店区自
慈善总会成立以来，“慈心一日捐”
已连续开展了10年，扎实实施助困、
助老、助学、助残、助医等项目。

“慈心一日捐”启动

首日收善款36400元

重阳节前话平安

民警看望抗战老兵

本报10月18日讯（通讯员
公为进 冯子学） 在重阳节来
临之际，沂源县公安局组织青年
民警走访慰问抗战老兵唐兆栋。

其间，民警们为老人带去慰
问品，送上亲切问候和衷心祝愿，
并认真聆听老人讲述抗战时期的
烽火岁月。同时，针对老年人易被
诈骗等问题，向老人讲述了防范
知识。民警们表示，他们将以此次
活动为契机，努力的投入到今后
的工作中，做一名人民满意的好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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