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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狗市斗狗“很惨很暴力”
狗主人还说“狗就是拿来斗的，伤成啥样都不心疼”

凶猛的斗犬、血腥的场面、疯狂的观众……

9 日，记者接到市民热线，称在鲁南花卉市场狗
市的西南角，有人正在组织斗狗比赛。记者赶到
现场时，恰好一场比赛结束，一群人正围着一只
获胜的斗狗议论着，而一只落败的斗狗则躺在
地上舔舐伤口。

本报 3 月 9 日讯 (通
讯员 盛夏 记者 刘海

蒙)在“ 3·15 ”即将来临之

际，临沂消防支队将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为期两周的消
防产品整治活动。

本次专项行动将近几

年查获的不合格的防火门、

消防水带、消防应急灯具等

消防产品及阻燃织物、阻燃

泡沫塑料、外墙保温材料等

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

件、建筑材料、室内装修装

饰材料等进行集中公开展

示，明确标识出其不合格的

项目及要求，以直观的方式

提高公众消防产品质量意
识和识假能力。

同时，对全市各地使用

和安装的火灾报警产品、固

定灭火系统产品、灭火器、

防火门、防火涂料、消防
应急灯具等消防产品进

行监督检查。特别是可能

发生群死群伤火灾的人员

密集大型公共场所及其在

建工程的建筑消防设施

的消防器材使用情况和

使用产品的质量问题进行
重点检查。

本报讯 近日，针对集

市盗窃、诈骗案件多发及取

证难的特点，莒南县公安分
局大店派出所采用便衣巡

逻的方式在集市进行巡逻。

经过连续几次的巡逻、

跟踪，民警将在集市上实施

诈骗的违法人员王继舟
(男，46 岁)、王继杰(男，45

岁，二人系郯城县港上镇

王桥村人) 和盗窃的违法
人员彭友成(男，51 岁，大

店镇何家店村人) 当场抓

获。以上三人均被依法行政

拘留。

本通

便衣巡逻队抓获

3 名违法人员

临沂开展

消防产品专项检查

看到自己的狗落败，狗主人蹲在一旁不再吱声。

斗狗现场，很多市民在围观呐喊。

10 块钱一张票

不买不准看
“我花了 3 0 块钱看比

赛，结果就打了这么几下就

结束了，我这还没过瘾呢。”

一位观众正跟在组织者后

面，认为自己上当受骗了，让

组织者退给他门票钱。

“你别急，我再找狗过来

打两场，不收你钱还不行
吗？”一位操南方口音的男子

对这位观众说完后，就走向
了一只黑色斗狗的主人。

“我这只真的太小了，绝

对不是那只‘大王’的对手。”

黑狗的主人看着旁边一只叫

“大王”的斗狗面露怯色，怎

么也不愿意迎战。

此时，一名年轻人对黑

狗的主人说：“今天你打也得

打，不打也得打，都约好了，

这狗就算是被咬死也得上。”

接着，又有一群人上来，

将黑狗的主人团团围住，要
求黑狗的主人迎战。眼看已
经骑虎难下，黑狗主人迫不
得已同意了。

听到黑狗主人迎战，几

位看起像组织者的人，立马

跑到斗狗场地门口，吆喝着：

“ 1 0 块钱一张票，不买票不

准看，谁都不准站在墙头、屋

顶上偷看。”记者在交了 1 0

块钱后，进入了斗狗场地。

30 多人围观

有人不忍再看
在一圈用铁栅栏围起的

场地中，“大王”正在主人的

旁边恭候黑狗的到来。此时，

已经有 30 多人在交钱后进

入斗狗场地。

一阵欢呼过后，黑狗的

主人将狗带进场地。随着一
声令下，“大王”扑向黑狗，没

几个回合，黑狗背部就被撕

出一块伤口，鲜血直流。而
“大王”的主人一直蹲在旁
边，喊着“咬死它、咬死它。”

记者看到，在现场观看

的人也在近乎疯狂地呐喊，

黑狗没有坚持多久，就败在

“大王”口下。

“没意思，没意思，给我

们退钱。”进入场地观看斗狗

的人感到不过瘾，纷纷起哄。

看到观众有意见，比赛的组

织者说，让大家免费再看一
场。

接着，又有一只黄色斗
狗被牵入场地。一声“开始

后”，“大王”再次应战，而这

次“大王”没有这么轻松，被

黄狗一口咬住了前腿，鲜血

顿时流出来。“大王”则一口

咬住了黄狗的脖子，没多久，

两只狗的身上就满是鲜血。

有观众不忍心看下去，纷纷
说：“算了吧，别再比了，再咬
下去两条狗都完了！”两只斗
狗的主人这才将狗拉开。

“狗就是拿来斗的

伤成啥样都不心疼”

斗狗比赛结束后，记者

看到，在门口负责售票的人

来到一位中年人旁边，掏出

2 0 0 块钱，还对这个中年人

说：“下次比赛这个场地绝对
不行，人都站在墙头上、屋顶
上，咱们还收什么门票钱。”

记者又来到黄色斗狗主

人的旁边，问狗是什么品种。

狗的主人说是比特犬，特点

就是好勇斗狠，誓死不休，拿

来当斗狗最合适不过。当记

者问他，看到自己的狗伤成

这样不心疼吗？狗主人说：

“这狗本来就是拿来斗的，有

什么好心疼的，养养就好了，

没事。”

在狗市上，一位正在卖

狗的人告诉记者，斗狗是从

上个大集时出现的，可是他

们这些卖狗的人从来不去

看，这种做法对狗来说太残

忍了，爱狗的人绝对不会做

这样的事，也看不下去。

文/片 本报记者 胡跃东

宗地

编号
土地座落

出让
面积(メ)

土地

用途

出让
年限(年)

规划条件
起始价
(万元)

竞买保证金
(万元)

2011
-
036

位于罗庄区清河南路东段
北侧，四至为：东至中丘

路，西至即丘路(规划)，南
至清河南路，北至政府储

备地

27605

商 住 用

地 ( 商 服
2 0 % ，居
住80%)

商服40

住宅70

容积率≤1 . 7

建筑密度≤40%

绿地率≥35%
3312 . 6 3312 . 6

2011
-
037

位于罗庄区沂河路东段北
侧，四至为：东至区间路，

北至十里堡居民用地，西
至中丘路，南至沂河路

27318

商 住 用

地 ( 商 服
5 0 % ，居
住50%)

商服40

住宅70

容积率≤1 . 8

建筑密度≤45%

绿地率≥35%
1655 . 88 1655 . 88

2011
-
038

位于罗庄区沂河路东段北
侧，四至为：东至中丘路，

北至十里堡居民用地，西
至即丘路、十里堡居民用

地，南至沂河路

33910

商 住 用

地 ( 商 服
2 0 % ，居
住80%)

商服40

住宅70

容积率≤1 . 7

建筑密度≤40%

绿地率≥35%
2055 . 45 2055 . 45

经临沂市人民政府批准，临沂市国土资源局决定挂牌出让三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

关出让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外，均可申请参加；可单独申请，也可
联合申请。

三、申请与登记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实行网上交易，申请人须登录山东省临
沂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系统网站
并注册用户，登入交易系统后，在规定
的报名时间内按申请宗地下载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文件，并按挂牌出
让文件要求和系统提示缴纳竞买保证
金(竞买保证金请到临沂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缴纳，并办理交易登记手续)，

上传竞买申请书、保证金缴纳凭证等
报名相关文件的电子影像文件，竞买
房地产用地的，还应同时上传竞买保
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
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及商业金融机

构的资信证明。

报名时间为2011年3月20日上午9时
至2011年4月6日下午5时，逾期不予受
理；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
行开发建设的，在申请书中必须予以说
明并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
等内容。

四、挂牌时间、竞价方式

挂牌出让定于2011年3月30日上午9

时至2011年4月8日下午3时30分，竞买
人须登入交易系统进行网上报价。揭牌
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的事项如有变更，出让人将发布变
更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六、出让地块现场踏勘时间
出让人将根据申请人要求随时组织

对地块进行现场踏勘，申请人也可自行
踏勘。

临沂市国土资源局网址：

http://www.lygtzy.gov.cn/
临沂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系

统网址：http://tdjy.lygtzy.gov.cn/
临沂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址：

http://ggzyjy.linyi.gov.cn
临沂市国土资源局地址：临沂市北

城新区三和街与沂蒙六路交汇处东北角
临沂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地址：临

沂市北城新区环球国际四楼
咨询电话：0539-8729101 2728051
联系人：刘先生 宋先生

临沂市国土资源局
二0一一年三月十日

临沂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临国土资让告字〔2011〕09号)

备注：宗地具体情况详见出让文件。

二、申请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存在拖欠本市市区土地出让价款等行为的

单位及其控股股东、该单位控股或投资的企业或其他组织、法律法规政策等文件规定禁止参加竞买的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