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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淄博市网络零售迎来“开门红”

1月份网络零售额实现11.67亿元
淄博2月22日讯 “今天是

我们开工第二天，已经收到了60
多条微信好友申请，都是通过直
播平台添加的。”2月22日下午，
在张店区金乔社区，电商李海妹
高兴地说，“今年真是开门红，1
月份我们的营业额已达到100
万元。”今年以来，淄博市商务局
围绕数字农业农村中心城市建
设，紧抓电商龙头企业培育，农

产品整合上行，直播电商、社区
电商等新模式发展，积极举办

“网上年货节”等系列促消费活
动。1月份，淄博市网络零售取
得全面增长，网络零售额实现
11.67亿元，同比增长13.8%。

“2021年，淄博市网络零售整
体上涨，农产品网络零售快速增
长。2021年1月，全市网络零售额
实现11.67亿元，同比增长13.8%，

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达到96563
万元，同比增长37.5%。其中，排
名前三的实物行业为家居家装、
食品酒水、医药保健。”淄博市商
务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
月，淄博市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
8403.9万元，同比增长79.5%。其
中，排名前三的农产品为茶、粮油
调味、休闲食品。”

此外，直播在电商领域迅速

渗透。2021年1月，淄博市参与
直播的商品实现零售额8410.8
万元，零售量180.4万件，直播场
次达2165场，累计观看人次
280.2万人。其中，母婴、图书音
像、服装服饰行业直播商品数排
前 三 ，占 比 分 别 为 34.4%、
15.2%、12.5%。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高阳

淄博2月22日讯 女子逛
服装店时，见一件风衣不错，
趁店内无人，悄悄将衣服偷走
了。不曾想，仅过了1小时，女
子就被张店公安分局的民警
抓获了。

2月17日下午1点许，张店
公安分局体育场派出所接到
报警电话称，店里的衣服被
偷。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
场了解情况。据服装店老板
介绍，她在清点货物时，发现
少了一件风衣，就报了警。

通过调取店内及附近监
控，民警发现，当天上午11点
许，一名身着白色羽绒服的女
子将风衣偷走。随即，民警会
同合成作战中心民警对视频
中女子展开调查。

1小时后，民警于张店金
晶大道上一小区内，将女子
抓获。

经查，女子王某，某公司
员工。当天上午，王某去逛街
买衣服，路过一服装店时，见
里面风衣不错，就准备试衣购
买。然而付钱时，王某发现店
内无人，叫了几次老板也没答
应，于是直接将喜欢的风衣拿
到试衣间，套在随身穿的羽绒
服里离开了。

目前，王某因盗窃已被张
店警方依法行政拘留5日。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任灵芝 通讯员
许红 武东杰

试衣服起贪念
女子偷风衣被拘5天

激发罪犯改造正能量

鲁中监狱打造政治改造与文化改造融课堂
淄博2月22日讯 近来，鲁

中监狱积极践行“五大改造”理
念，全力打造政治改造与文化改
造的融课堂，不断赋予融课堂新
理念、新形式、新内涵，充分发挥
政治改造对罪犯的引导作用、文
化改造对罪犯的熏陶作用，有效
激发了罪犯改造正能量，促进了
罪犯教育改造质量和监管安全
稳定水平再上新台阶。

鲁中监狱积极打造“主流文
化”融课堂。一是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坚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
旋律，及时汇集体现时代精神的
思想教育影视片，播放《大国崛
起》《抗美援朝》等爱国主义影视

教育片，结合时事，利用融课堂，
由监狱民警讲师团为罪犯先后
开展了“抗美援朝”“宪法”“中国
共产党奋斗历程与社会主义制
度优越性”等讲座。这些爱国主
义系列教育活动，激发了罪犯爱
国热情。

二是开展国学教育，邀请专
家学者走进融课堂，讲《弟子规》
《了凡四训》《幸福人生》等。利
用监狱民警讲师团资源，在融课
堂讲授《中华民族精神与西方文
化》《中国文化密码与大学》《中
华元典智慧与论语》等国学知
识，适时开展“感恩、赎罪、责任”
等专题教育，促进罪犯端正价值

追求。
三是传播传统文化。鲁中

监狱以“孔子学堂”为契机，在融
课堂对罪犯进行传统文化教育，
精心挑选了《道德的力量》《新二
十四孝》《记住乡愁》等传统文化
专题片在融课堂上进行播放，传
统文化成为促进罪犯安心改造
的“调节器”。

同时，鲁中监狱努力打造
“知识文化”融课堂。鲁中监狱
利用融课堂引入心理矫治文化
和亲情感化文化，每季组织罪犯
开展心理拓展活动和亲情感化
活动，既有效地缓解了罪犯的烦
躁情绪，又激发了罪犯改造热

情。积极开展“家园文化”教育
活动，让冷冰的铁窗、单调的白
墙充满生机，让罪犯感觉收工就
像回了“家”。大力普及扫盲和
小学教育，用融课堂将枯燥学习
转化为乐学爱学，深受罪犯喜
欢，自觉投入到学习文化知识
中。引导罪犯全员参加书画、写
作、声乐等活动，适时举办“怎样
做一个合格的文学爱好者”等各
种讲座，“知识文化”融课堂，丰
富了罪犯的业余文化生活和精
神世界。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任灵芝 通讯员 赵洋
杨玉勇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一级主任科员

王雷杰接受审查调查

淄博2月22日讯 今天，
淄博市纪委监委通报，淄博市
中级人民法院一级主任科员
王雷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经
淄博市纪委监委指定，目前正
接受张店区纪委监委纪律审
查和监察调查。

王雷杰，男，汉族，1963年
4月生，淄博周村人，在职大学
学历，1980年11月参加工作，
198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0年11月至1998年7月在
部队服役。1998年7月任淄博
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书记
员，2003年6月任淄博市中级
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员（副
科），2013年3月任淄博市中级
人民法院执行局正科级干部，
2017年2月任淄博市中级人民
法院监察室正科级干部，2019
年6月任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察室二级主任科员，2020年
7月任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一
级主任科员。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马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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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藏室里偷香烟 男子被抓现行
目前该男子已被行政拘留

淄博2月22日讯 近日，张
店区一便利店内发生盗窃案。
违法嫌疑人趁店主不备，进入储
藏室盗窃香烟，结果被抓了
现行。

2月17日傍晚，张店区一便
利店像往常一样开门营业。这
时，一名男子鬼鬼祟祟靠近店
门，见店主正在店内玩手机，便
趁机进入旁边未上锁的储藏室
实施盗窃。

男子翻箱倒柜过程中不小
心弄出声响，店主以为储藏室有
老鼠忙赶来査看，刚好和抱着4
条香烟准备逃窜的男子打了个
照面。店主定睛一看：哟！熟
人。男子见行迹暴露，尴尬地交
出了怀里的香烟。

经调査，违法嫌疑人李某

（46岁），经常到该便利店赊账买
烟，春节走亲访友的大笔花销使
得李某手头愈加拮据，烟瘾犯了
却囊中羞涩，坐立不安那叫一个
难受。熬不住的李某决定铤而
走险，偷！

李某知道经常买烟的便利
店，老板为取货方便常不锁储藏
室，于是在店门前一番试探后趁
无人注意溜进储藏室翻找香烟，
不料弄出声响被店主堵了个
正着。

面对民警，李某如实供述了
自己的违法行为，齐都公安局西
区分局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
处罚。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孙渤海 通讯员 梁静

“一房二卖”骗钱财 携款潜逃终被抓
房主获刑7年

淄博2月22日讯 为骗取
钱财“一房二卖”，收到房款后立
即携款潜逃外地妄图逃避处罚。
2月3日，由张店区人民检察院提
起公诉的被告人王某合同诈骗
案依法宣判，法院判处其有期徒
刑7年，并处罚金3万元。

2018年2月，被告人王某与
李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以140
万元的价格将王某名下位于张
店某小区内的房屋出售给李某，
王某收取130万元购房款两个月
后，将该房屋交付，并约定余款
10万元待办理完房屋过户手续

后缴纳。
同年8月，王某隐瞒已经将

该房屋出售给李某的事实，以该
房屋的房产证为抵押，与卢某签
订抵押合同，向卢某借款26万
元，借款到期后王某称自己无力
偿还，但可以将房屋卖给卢某。
于是王某继续隐瞒已经将房屋
卖与他人的事实，同卢某签订房
地产买卖合同，约定将该房屋以
170万元价格出售给卢某，王某
在收取卢某50万元购房款后，害
怕骗局败露携款潜逃。

卢某发现被骗后立即报案，

公安机关接报案后积极开展侦
查工作并开展网上追逃。2020
年9月李某在陕西省被当地公安
机关抓获归案后移交淄博警方。
归案后的王某坦白交代了其“一
房二卖”骗取第二名购房人76万
元的犯罪事实。随后，张店区人
民检察院以合同诈骗罪对王某
提起公诉。鉴于被告人王某归
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并自愿认罪
认罚，法院依法作出了上述
判决。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通讯员 陈长生 记者 马冠群

■ 相关链接

在买房过程中，为了防止被
骗，大家应提高防范意识。一是
及时办理网签手续，这样出卖人
不能再将房屋过户给第三人，可
以有效阻止出卖人“一房二卖”。
二是签订买卖合同时，可向登记
机构申请预告登记，预告登记后，
未经预告登记权利人同意处分房
屋的，不发生物权效力。通过此
种方式，可以保障“一房二卖”中
买受人对房屋产权享有优先权。

面对民警，李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违法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