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月15日讯(记者 李
洋 通讯员 尚现军) 17日，
以“中国苹果沂源红”为主题的

“沂源红”苹果济南推介会将在
山东新闻大厦5楼新闻大会堂
举行，在为泉城人民送去新春
祝福和正宗“沂源红”苹果的同
时，也将进一步叫响和扩大“中
国苹果沂源红”的知名度、美誉

度和影响力。
本次推介会由沂源县人民

政府主办，届时，推介会现场不
仅有精彩的演出，还可品尝“沂
源红”苹果等沂源特产农产品，
也可现场下单“私人定制”苹
果。“私人定制”苹果即通过阳
光照射，让图案印制在苹果上，
让苹果根据客户需求长出祝福
语、人名、二维码等。同时，现场
将有免费赠送2018年沂源采摘
游、休闲游、骑行游的线路门票
等活动。

同时，推介会现场，“天猫·

山东原产地商品”山东电商品
牌服务中心落地沂源签约仪式
也将同步举行，沂源县将成为
全省第一个县级服务中心。“天
猫·山东原产地商品”山东电商
品牌服务中心项目是由山东省
商务厅发起，大众海蓝运营的
重点“互联网+品牌”工程。

在年味渐浓的喜庆日子
里，沂源县为济南人民送去高
品质的“沂源红”苹果，既增添
新年的祥和喜庆气氛，又让“沂
源红苹果”这个大明星一展风
采，红遍泉城。

“沂源红”苹果济南推介会周三举行，进一步叫响和扩大知名度、影响力

““沂沂源源红红””进进省省城城，，现现场场可可““私私人人定定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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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扶贫 媒体在行动

本报1月15日讯(记者 胡
泉 通讯员 金鹏) 一电动
车维修工竟利用自己的维修知
识盗窃电动车电瓶，去年7月至
10月作案20余起。11日，齐都公
安局刑侦支队将该犯罪嫌疑人
孙某抓获，12日，孙某被依法刑
事拘留。

据了解，1991年出生的孙
某，初中辍学后靠四处打零工维
持生计，人高马大却很懒惰，总
想走“来钱快”的捷径，2011年因
抢夺入狱服刑三年。2014年出狱
后，孙某找了份维修电动车的活

暂时安顿下来。工作中，孙某发
现有人专门收二手电瓶，且价格
和二手电动车一样。孙某突然看
到了“财路”。

根据以往走街串巷发传单
的经验，孙某总结出临淄区的
部分老旧小区管理松散、进出
便利，夜间电动车停放在单元
楼外无人看管。2017年7月起，
孙某隔三差五深夜骑摩托车从
张店赶至齐鲁石化公司炼厂、
二化、稷下和临淄区安平生活
区等地窃取电动车电瓶。并且
凭借电动车维修知识，专偷价

值相对较高的铅酸电池。几次
行窃后，孙某觉得摩托车每次
只能带两块电池，来钱慢，于是
借高利贷买了辆二手富康牌轿
车专门用于偷窃。

自7月份发案以来，齐都公
安局办案人员经过细致勘查每
起案件的现场，逐渐总结出了案
件规律和特点，通过多警协作、
综合施策，最终把目光牢牢锁定
在了孙某身上。2018年1月11日，
正在修车的孙某被民警抓获。经
审讯，孙某对20余起盗窃电瓶行
为供认不讳。

专专偷偷电电动动车车电电瓶瓶，，44个个月月作作案案2200余余起起
嫌疑人已被齐都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

本报讯 著名文化学者、国
家一级美术师王新平长篇抒情
散文诗歌《三宝传奇 盛世之
歌》日前分别被同济大学图书馆
和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收藏。

2014年8月，由王新平创作
的《三宝传奇 盛世之歌》曾以
67699字，6381行刷新了最长的
抒情散文诗世界纪录，成为“世
界最长的抒情散文诗”的第一
人，获得世界记录协会颁发的世
界最长的抒情散文诗证书。

《三宝传奇 盛世之歌》中，
王新平以一种挥洒飘逸、跌宕起
伏的方式，抒发了对陶瓷、琉璃、
丝绸的赞美之情，笔下的大美陶
瓷古朴温润，大彩琉璃精彩绝
伦，大丽丝绸华丽委婉。世界纪
录协会认证官吴华江先生评价

说，王新平先生的作品文学价值
高、个性鲜明，是一部艺术精品。

王新平，字开原，号“衔草斋
主”，山东淄博人，国家一级美术
师，把淄博“陶瓷、琉璃、丝绸”三

件典型的历史文化载体嵌在一
起，在颂扬千百年文化传承中人
类聪慧与辛勤付出的同时也向
世人道出对生命真谛的思索。

(高守建)

淄淄博博人人王王新新平平著著作作被被同同济济大大学学收收藏藏
《三宝传奇 盛世之歌》曾刷新最长抒情散文诗世界纪录

本报1月15日讯 (记者
李洋 通讯员 邢善伟 )
记者从淄博市公交公司获
悉，淄博公交主城区601台车
辆已全部完成二维码支付设
备更新，其他各个区县将逐
步更新。

2017年下半年，淄博市
区的公交车逐步更换微信二
维码支付设备，截至目前，

淄博市中心城区公交车全部
实现微信支付，其他区县正
积极推进。

淄博市主城区58路公交
车司机告诉记者，以前经常
碰到乘客没带零钱或在投币
后要求找零的情况，现在发
生乘客没带零钱的情况，只
需 提 醒 一 句“ 可 以 扫 码 支
付”即可，免去了不少麻烦。

主主城城区区660011辆辆公公交交车车

全全部部实实现现微微信信支支付付

本报1月15日讯 (记者
胡泉 通讯员 吴小墨 )
周村区部分加油站明确规定
了不再给无牌摩托车加油，
有些摩托车驾驶人就开始自
作聪明从各种的途径购买

“号牌”，企图蒙混过关。周
村交警就查获了这样一名

“大胆”驾驶员，不仅无证，
还使用网购的机动车号牌，
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处罚。

近日，周村交警大队一
中队民警在周村区309国道
万通停车场路段，对一辆悬
挂车牌号为鲁CAO8**的二
轮摩托车进行检查，驾驶员
梁某某因无法提供其车辆行
驶证及本人驾驶证，民警依
法将该车扣留。

民警根据该车的车牌号，
从公安系统中查询不到关于
该车的任何信息，驾驶员梁某
某也未取得摩托车驾驶证。在

进一步的询问中，梁某某承认
了该车购买后一直未注册登
记 ，也 没 有 号 牌 ，这 副 鲁
CAO8**的号牌是在2017年的
11月份从网上以50元的价格
购买的，自己也清楚网上买
的肯定是假的，可是为了能
到加油站给摩托车加油，方
便上路继续行驶，冒险试法
被交警识破。

民警提醒广大驾驶员，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
关规定，未取得驾驶证驾驶
机动车被处罚款2000元，并
处拘留15日以下处罚；伪造、
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
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
证、驾驶证的，由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
留该机动车，处15日以下拘
留，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
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网网购购摩摩托托车车假假牌牌照照被被识识破破
周村交警依法将该车扣留

本报1月15日讯(记者 马
玉姝) 15日，淄博市物价局公
布淄博市2017年第四季度市场
价格监测情况。春节临近，猪肉
将缓慢上涨，蔬菜价格不会有
大的上涨，白菜、甘蓝、茄子、黄
瓜价格可能会出现上涨。

据了解，2017年第四季
度，淄博市场商品价格与三季
度相比总体运行平稳。从市场
价格监测情况来看，该季度，
淄博市小麦价格稳步提升，玉
米价格呈下降趋势，食用油价
格整体处于下滑态势，生猪、
猪肉价格小幅上涨，牛羊肉价

格相对稳定，禽蛋价格上扬，
“菜篮子”价格整体上涨，水产
品价格微幅上涨，生产资料价
格整体上涨。

随着气温持续降低，产蛋
鸡产蛋率下降，鸡蛋供应量有
所下滑；加上春节季节性需求
的看涨预期，养殖户惜售心理
渐强，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鸡蛋
价格进一步走高。鸡蛋价格仍
有上行空间。此外，伴随猪肉消
费需求逐步回升，预计春节前
猪肉市场将整体处于缓慢上涨
的行情。

目前淄博市主要集贸市场

蔬菜品种丰富，供应充足。大白
菜、萝卜、土豆等应季菜价格亲
民，颇受欢迎，没有出现去年的
部分蔬菜价格大幅走高情况。
预计今年初蔬菜价格会以稳定
为主，不会有大的上涨。

对此，山东卓创资讯有限
公司分析师贺坦表示，2018年
如果没有极端天气，预计1月份
和3月份市民“菜篮子”将出现
下滑趋势，2月份预计将会有所
上升，“像大蒜、马铃薯、洋葱价
格有可能下滑，白菜、甘蓝、茄
子、黄瓜价格可能会出现上
涨。”

品种丰富，供应充足，预计年初“菜篮子”以稳定为主

春春节节前前后后白白菜菜甘甘蓝蓝““身身价价””或或上上涨涨

本报1月15日讯 (记者
巩悦悦) 15日，齐鲁晚报记
者从沂源县城管执法局了解
到，该局日前开展了马路市
场不文明行为的集中整治行
动，通过摸排整治，现已有
134处流动占道经营被依法
取缔。

“这次综合整治行动共抽
调19个相关单位300名工作人
员，分4个大片区、10个小组的
网格整治区域，实行大兵团联
合执法模式，集中开展马路市
场、店外经营、私搭乱建、户外

广告、占道车辆、环境卫生等
“六项”专项整治，达到有店进
店、无店进市、立面素净、街面
干净、秩序井然的长效巩固目
标。”该局工作人员说，此次行
动从1月10日开始，至3月10日
结束，分宣传发动、集中整治、
长效巩固三个阶段推进。

目前，共清理取缔流动占
道经营134处、店外经营358
处；拆除扣押陈旧破损、落地
式广告牌246块；拆除乱搭建
棚亭79处；清除乱贴乱画56
处；规范乱停乱放122处。

沂源县集中整治马路市场不文明行为

依依法法取取缔缔113344处处占占道道经经营营摊摊点点

沂源县城管执法局工作人员正在向商户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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