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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9 月 2 日电 （记者
王默玲）我国将在9月3日24时迎来
年内第 17 轮成品油调价时间窗口。
业内预计，本轮调价期内每吨油价
上调幅度约为190元，若按家用汽车
加满一箱油 50升计算，车主或多花
7.5元。这也将是年内国内成品油价
的第十次上调。

上一轮国内成品油调价发生在8
月20日24时，国内汽、柴油价格每
吨均微幅下调 50元。本轮成品油调
价周期内，国际油价在 22日实现连
续第五天上涨。29日纽约轻质原油
期货及英国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
格均创下 7 月 10 日以来新高，纽约
油价在随后的 30日一度站上每桶 70
美元。因国内成品油价挂靠国际油
价，受此影响，国内油价于 3 日迎

来年内第十涨几成定局。
多位专家表示伊朗原油产量超

预期下降、美国全国商业原油库存
降低及美元持续走弱等，是支撑近
期国际油价上涨的主要因素。

尽管美国对伊朗石油制裁还未
正式生效，但伊朗原油出口已经出
现下滑趋势。第三方报告显示，伊
朗油轮 8月前半期的装载量已经比 7
月每日减少了约 70万桶，伊朗国家
石油公司也预计 9 月份其原油日均
运输量将从 6 月份的 230 万桶降至
150万桶。“伊朗原油供应超预期下
降，市场担心欧佩克及俄罗斯等主
要产油国若不能进一步提高产量的
话，全球原油供应将趋紧，这一担
忧提振了国际油价。”东方油气网油
品分析师董梅说。

受国际油价影响，本轮调价期
内，我国成品油调价参照的一揽子原
油价格变化率由负转正，且正向幅度
持续扩大。新华社石油价格系统8月
3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30日一揽
子原油平均价格变化率为3.69%。

根据当前原油变化率水平测
算，预计9月3日24时成品油调价窗
口开启时，汽、柴油可能迎来每吨
约 190 元的上调，折合成升价，92
号汽油和 0 号柴油每升大约分别上
调0.15元和0.16元。

今年以来，我国已经历了 16轮
调价，呈现出“九涨六跌一搁浅”
的格局。专家表示，未来伊朗、委
内瑞拉、利比亚等产油国面临着不
同程度的原油生产不确定性，预计
年内国际油价仍有上涨空间。

新华社合肥9月2日电（记者陈诺）记者日前从安
徽省淮南市公安局了解到，当地警方斩断一条从开发、
销售源代码到非法网站建设再到下游犯罪的黑色产业
链，查获各类违法犯罪网站源代码276个，数据852G。

今年 1月 8日，淮南市公安局接到市民报案称，
其在一个彩票网站上购买彩票，网站人员以高额回
报等多种理由诱惑，致其被骗18万元。警方立即展
开调查，今年5月，以许某标为首的诈骗团伙嫌疑人
悉数到案。在审讯中办案民警发现，这个诈骗团伙
成员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最高学历者仅为初中，且都
不具备计算机编程能力。民警判断，有另一伙人在
幕后为该团伙提供技术支持。

经过进一步侦查，一个名为“V3源码论坛”的网
站进入警方视线。这个源代码论坛里充斥大量涉及
博彩、色情、诈骗等非法网站销售信息。其运营者由
6名成员组成，分为技术研发、客服销售、网站建设
维护等多个层级，专门以制作、贩卖各类违法假冒网
站牟利。今年6月，警方先后在云南省昆明市、福建
省晋江市和南平市收网，将团伙成员一网打尽。经
审讯，该团伙自 2016年起共制作、调试非法网站源
代码 276种，发展注册会员 4048名，站内发帖 12145
条，初步查明涉案资金110万元，核实案件102起。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新华社重庆9月2日电（记者 陈国洲）记者从重
庆市公安局了解到，重庆铜梁警方近日打掉一个利
用社交媒体组织卖淫、敲诈勒索的涉恶犯罪团伙，团
伙14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被移送起诉。

今年3月，重庆铜梁警方接到市民刘某报警，称
其通过微信认识“好友”小易，双方谈好嫖娼价格约
定在某宾馆碰面。刘某到达约定宾馆付款后，一名
自称小易男友的男子出现。该男子恐吓并威胁殴打
刘某，刘某为息事宁人，通过微信多次向对方转账，
先后被敲诈勒索2000余元。警方经调查发现，这是
一个利用社交媒体实施组织卖淫、敲诈勒索等犯罪
活动的涉恶犯罪团伙。团伙以赵某渝、胡某、文某勇
为首，分工明确，由赵某渝负责招募网络招嫖聊天人
员、拟定卖淫方式及价格、嫖资分配方式、确定卖淫
地点，由胡某、文某勇负责招募卖淫女、司机等人，按
赵某渝等人提供的嫖娼人员信息到重庆主城及周边
地区具体实施卖淫活动。在组织卖淫过程中，赵某
渝、胡某、文某勇又指挥团伙成员通过电话，以语言
威胁方式对嫖娼人员进行敲诈勒索并从中获利。

充分掌握证据后，铜梁警方组织专案组分赴四
川泸州、重庆綦江、重庆沙坪坝等地，将该犯罪团伙
14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重庆打掉一组织

卖淫敲诈勒索涉恶团伙

从3日开始，旅客就可以购买今
年“十一假期”的首日车票。

此外，记者从中国铁路北京局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 8 月 31
日，为期 62天的“铁路暑运”正式
收官，北京铁路局共计发送旅客
6380.3 万人。北京三大火车站共计
发送旅客 2781.33万人，均创下了历
史新高。

双节临近建议提前购票
2018 年国庆节假期为 10 月 1 日

至10月7日，共7天。记者从铁路部
门获悉，从今日起，旅客可通过
12306 网站、12306 手机客户端或拨
打 95105105 订票电话，购买国庆节
假期首日的火车票。

需要注意的是，车站窗口、代
售点和自动售票机延后2天开卖，预
售期为28天，旅客可于9月4日到现
场购票。

购买 10 月 7 日返程票的旅客，
可于9月8日通过网络和电话购票。

另外，同一天内，不同车站火
车票的开售时间不同。其中北京西
站起售时间为早上8点，北京站起售
时间为上午 10点，北京南站起售时
间为中午12点30分。网购车票时一
定要在 30分钟内完成支付，如超过

30分钟未支付，车票将会自动取消。
今年的中秋节与国庆节仅相隔

一周，铁路部门预测，从 9 月 22 日
起至国庆结束，铁路客流都将“居
高不下”。铁路部门建议出行旅客尽
早规划行程，趁早购票，以免耽误
出行和返程时间。
9月、10月北京加开多趟旅游专列

今年暑运过后，北京铁路部门将
于9月中旬加开2趟北京至新疆方向
的“京和号”援疆旅游专列和北疆旅
游专列，“十一”期间再开行 2列以
观赏胡杨林为主题的“额济纳”旅游
专列。

北京铁路部门提示，各趟旅游
班列具体开行情况及安排，可登录
中国铁道旅行社官方网站和关注

“北京铁路”和“中国铁道旅行社”
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

暑运三大站旅客2781万创新高
据北京铁路部门介绍，今年暑

运期间，伴随着全年第二次铁路运
行图调整拉开序幕，北京铁路局开
行列车总数达694.5对，其中高铁和
动车组列车共计436.5对，创历史新
高。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8 月 31
日 ， 北 京 铁 路 局 共 计 发 送 旅 客

6380.3 万人，增幅 4.8%。其中，高
铁和动车组发送 3300.8 万人，占比
达到51.7%，这标志着，北京铁路局
始发列车的高铁客流首次超过普速
客流。

与此同时，北京三大火车站
发送旅客数均创下历史新高。北
京三大站共计发送旅客 2781.33 万
人，约占总发送量的 43.6%，创下
历史新高。分别为：北京站发送
740.51 万人，增幅 1.1%，8 月 18 日
为最高峰，发送 15 万人；北京西
站发送 1109 万人，增幅 2.1%，7 月
14 日为最高峰，发送 21.87 万人；
北 京 南 站 发 送 931.9 万 人 ， 增 幅
6.1%，最高峰为 8 月 18 日，发送
19.18 万人。

另外，暑运期间，北京铁路局
共计始发终到的高铁和动车组列车
达到 436.5 对，其中复兴号列车 137
对。特别是7月1日刚刚投入运营开
行的 16 辆长编组“复兴号”动车
组，共计开行 1240趟，发送旅客达
133.64万人。

8月 1日京津城际全部更换复兴
号列车，整个暑运期间京津城际共
计发送旅客550.4万人，增幅7.7%。

（来源： 新京报）

十一火车票今开售 加开多趟旅游专列

今日国内油价将迎年内第十涨

9月2日，清漂船舶在三峡大坝前清理水上漂浮
物，为新一轮蓄水做准备。据中国三峡集团消息，国
家防总日前下达了《三峡水库2018年试验性蓄水实
施计划的批复》，三峡水库第11次175米试验性蓄水
将于9月10日启动。 新华社 郑家裕 摄

安徽捣毁制售

非法网站团伙

□新华社记者 梁书斌
从黑龙江省哈尔滨五常市的沿河

收费站到哈尔滨的周家收费站，近百
公里国道，沿途竟有 3个收费站。“每
次回家都多花几十元，明显违规收费
为什么没人管？”违规设立的收费站加
重了出行负担，当地群众多次反映无
果。随着国务院督查组的介入，这个

“老大难”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据了解，从五常市山河镇到哈尔

滨，沿途有沿河、九三、周家 3个收费
站,七座及以下客车、载重2吨及以下
货车每次通行分别收费 15 元至 20
元，其余车型收费更高。

根据群众举报的线索，国务院第
八督查组 8 月 26 日下午驱车进行了
实地核查，发现情况属实。

督查组发现，该断路并非全封
闭高速公路，从哈尔滨周家收费站
经九三收费站到沿河收费站，全程
只有 97 公里。根据实地驱车测量，
周家收费站到九三收费站是 54 公
里，九三收费站到沿河收费站是 43
公里。车辆行经每个收费站都不发
卡直接交费，周家收费站 20 元，九
三收费站 15元，沿河收费站 15元。

督查组认为，2004年国务院颁发
的《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

二项明确规定：“非封闭式的收费公
路的同一主线上，相邻收费站的间距
不得少于 50公里”，而九三收费站至
沿河收费站间距只有43公里，而且在
收费公路的同一主线上，明显违反了
上述规定。督查组成员说，经过了
解，违规收费当地群众多次反映，却
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地方政府应认
真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坚持依法行
政，按规矩办事。

目前，督查组已经与黑龙江省交
通厅进行了对接。交通运输厅相关
负责人承认了违规事实，正在积极制
定整改方案。

百公里国道3个收费站违规收费为啥没人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