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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

王可杰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
本报综合消息 日前，经山
东省委批准，山东省纪委监委对
淄博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
记、副主任王可杰严重违纪违法
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 查 ，王 可 杰 丧 失 理 想 信
念、背弃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
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
规收受礼金；违背组织原则，利

用职权在干部职务晋升方面为
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国
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为官
家法律法规，构成严重职务违法
不廉，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反
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
财经法规，违规套取国有资金； 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
贪欲膨胀、政商不分，大搞权钱
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
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
业经营、项目建设等方面谋利， 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中华人
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王可杰严重违反党的政治
等有关规定，经山东省纪委常委

会会议研究并报山东省委批准，
决定给予王可杰开除党籍处分；
由山东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
处分；终止其淄博市第十三次党
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
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
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
一并移送。

七旬老人社区开起手工课
免费教居民做手工艺品

淄博8月4日讯 “几十年
来，我一共带着40多名没有工作
的妇女做手工艺品，让部分人在
学到手艺的同时，还实现了自主
创业。”8月4日，张店一社区73岁
老人崔元芸说起这些年来免费在
社区居委会开办手工课堂的成
果，
话语中带着满满的自豪。
4日上午，记者在张店体育
场街道河滨社区居委会手工课堂
上看到，73岁的崔元芸老人正在
教居民学习如何做荷包、
绢花、
鞋
垫。适逢七夕情人节，崔元芸老
人买来了七彩线和各式花布，提
前设计好样子，教大家做出手工
艺品之后，
送给最爱的人。
“崔阿姨教我们做手工已经
十几年了，我跟她学会了很多手
工艺品，现在还有了自己的小网
店，专门卖荷包、
鞋垫等，一个月
能赚千余元。”
前来学习的居民王
女士告诉记者，由于需要接送孩
子上放学，多年来她一直在家操
持家务，后来想要找份能够兼顾

照顾孩子的工作，但屡屡碰壁。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在社区
手工课堂跟崔元芸老人学习了几
次手工课之后，便深深地喜欢上
了做手工艺品，一有时间就去学
习，还跟崔元芸老人讨论怎么设
计样子，怎么创新作品等，一番努
力下来，她很快便能制作出相对
比较复杂的荷包、
香包、
绢花、
珍
珠花、
五彩粽子等作品。开了网
店之后销售量还不错，最重要的
是，在赚钱的同时，还能照顾孩
子，
这让她非常满意。
像王女士一样，跟随崔元芸
老人学习手工，并在市场开个小
店或者网上开店实现自主创业的
妇女还真不少，她们由于需要照
顾孩子或者老人，无法找到合适
的工作，接触崔元芸老人的免费
手工课堂之后，不仅学到了一门
技艺，还赚到了不少的生活费。
现在只要有时间，这些妇女就会
到社区跟崔元芸老人讨论手工创
新的样式，并且在节日来临时带

崔元芸老人展示五彩粽子。
领社区居民一起做手工，做志愿
者，
让传统的技艺走进千家万户。
“我现在年纪大了，眼睛有些
花了，但对于做手工的兴趣，却丝
毫未减，跟邻居们在一起说说笑
笑的，心情格外好，再用自己的手
艺带动大家创业的热情，我就更
有成就感了。”如今，说起坚持在
社区免费教授手工制作的初衷，
崔元芸老人表示，她要继续发光

发热，让自己的手艺能够教给更
多 的 人 ，去 帮 助 更 多 需 要 帮 助
的人。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徐晓会
扫描“鲁中
晨报”APP二维
码可看工艺品
展示

8月8日起淄博夜公交再增3条
淄博8月4日讯 为了助力
淄博市夜间经济发展，更好地方
便市民晚间出行，在市交通运输
局指导下，淄博市公共交通有限
公司经调研分析，决定进一步增

加晚间运行公交线路，覆盖更多
的夜经济试点街区，为淄博市夜
间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公司计划自8月8日起，增加
123路（银 泰 城 西 门 — 下 湖）、

139路（公交东站—天乙村（天乙
花苑））、11路（博山客运站—八
陡）3条晚间运行公交线路。运
行时间按照现晚间运行公交线
路末班发车时间执行，即末班发

三部门联合执法整顿旅游市场
淄博8月4日讯 8月3日，淄博市交通
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合淄博市文化
市场综合执法支队、
淄博市市场监管综合
执法支队，先后到博山红叶柿岩景区、
开
元溶洞景区开展执法行动，对旅游包车客
运经营等内容进行执法检查，当日检查旅
游包车5辆。
随着夏季旅行高峰期的到来，旅游市
场日渐热闹，
“ 黑车（非法营运车辆）”
“黑
导游”
“ 黑社（旅行社）”等问题也逐步显
露。为切实整治旅游市场顽疾，引导旅行
社、
旅游包车、
旅游景区等依法依规经营，
三部门决定从6月20日起开展为期半年的
旅游市场联合执法检查行动。
8月3日上午11点，执法人员在博山开
元溶洞景区停车场对一辆津A牌照的旅游
包车检查时发现，该车未随车携带包车客

运标志牌。司机解释称发车前已将标志
牌拍照，并通过手机将标志牌向执法人员
出示。执法人员现场同天津运管部门取
得联系，核实确认了照片上包车客运标志
牌的合法性与真实性，并对司机进行批评
教育，告知其在今后营运过程中务必将标
志牌放置于前车窗处。
在对其他旅游包车检查中，执法人员
着重查看了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车辆营运
证，检查车辆是否开启GPS定位，并通过查
看包车合同、
询问乘客的方式，检查车辆
是否招揽包车合同外的旅客。市文化市
场综合执法支队、
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支
队根据各自执法职能，同步对景区、
旅游
包车、
导游人员开展执法检查。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孙
渤海 通讯员 刘亮

车 时 间 冬 季 为 22：00、夏 季 为
22：30。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孙渤海

篡改后台数据
攻击计算机系统
两名
“黑客”被淄博警方抓获
淄博8月4日讯 在“净
网2022”专项行动中，淄博市
公安局张店分局在淄博市公
安局网安支队的支持下，连
续 奋 战 7天 ，破 获 2起“ 黑客
类”案件，并赶赴福建莆田、
贵州贵阳抓获两名犯罪嫌
疑人。
今年1月，淄博某整形美
容医院报警称，其公司推广
后台数据被人篡改，致使公
司直接经济损失21000余元。
接警后，张店公安分局网安
大队在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
队支持下对该公司营销推广
搜索后台进行网络在线提
取，及时提取固定了犯罪证
据，
确定刘某某有重大嫌疑。
8月1日，淄博市公安局
网安支队、
张店公安分局网
安大队和体育场、
房镇派出
所组织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
赶赴贵州。在贵阳当地公安
配合下，将嫌疑人刘某某抓
获，并查获作案用电脑一台。
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某已
被依法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
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今年4月，孙某报警称其
公司计算机信息系统被攻
击，导致多款APP瘫痪，致使
公司直接经济损失28000余
元。接警后，张店公安分局
网安大队在淄博市公安局网
安支队支持下展开侦查，及
时提取固定了犯罪证据，确
定犯罪嫌疑人林某某。
7月28日，淄博市公安局
网安支队、
张店公安分局网
安大队和房镇、
体育场派出
所抽调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
赶赴福建莆田开展抓捕工
作，并于7月29日将林某某抓
获，现场查获作案用手机、
电
脑等物品一宗。目前，犯罪
嫌疑人林某某已被张店警方
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任灵芝 通讯员
许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