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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淄博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局决定以公开方式出让370302004220GB00027[淄川区2014(增量)—001]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淄淄博博市市国国土土资资源源局局
国国有有建建设设用用地地使使用用权权公公开开出出让让公公告告

淄国土交告字[2014]18号

一、宗地的基本情况和土地出让条件

具体情况详见淄博市国土资源交易网：h t t p：// www .zbg t j y . g ov . c n 2014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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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70302004220G
B00027[淄川区
2014（增量）—
001]号

张博路复线以西，
北苏社区建设用地

（工业用地）以北

10283 . 66 商务金融用地 40 1815 363 547 20
不小于1 . 2且不
大于1 . 7

供地后一年内 开工后三年内

马年第一季，汤臣倍健延续
高成长势头，迎来开门红。4月23

日，汤臣倍健发布2014年第一季
度报告，报告显示，一季度汤臣
倍健实现营业总收入4 . 76亿元，
同比增长31%，实现盈利1 . 78亿
元，同比增长51%，继续领跑创业
板。

兴业证券医药分析师项军/

徐佳熹认为，汤臣倍健一季度推
进终端精细化，提高单店产量，
推广“营养家体系”和培育新品，
业绩增长符合此前预期，同时，
汤臣倍健今年正式布局移动互
联网，发展前景值得看好，维持
买入或增持级别。

汤臣倍健董秘林志成表示，
预计到2020年中国保健品市场规
模有望超过4000亿元，企业大有

可为，汤臣倍健正积极加快布
局，迎接下一个跨越式发展。

通过“汤臣倍健营养家中
心”系统建设，提升服务力，用户
黏度也进一步提高。林志成介
绍，2014年起，汤臣倍健已开始在
部分零售终端开始铺设“营养
家”的软硬件网络，为消费者提
供积分兑换、营养咨询等服务，
同时为终端提供健康检测、会员
服务等支持功能，提升公司整体
的服务价值与和客户的购物体
验，提高品牌美誉度与顾客忠诚
度。

“汤臣倍健将抓住行业发展
机遇，进一步做大做强，打造营
养品的联合国”，林志成透露，汤
臣倍健制定的《2011-2015年度经
营规划纲要》对行业对外投资方

面提出了明确目标与实施计划，
继续寻求有协同效应的收购兼
并对象，打造营养品的“联合
国”，实现企业愿景——— 原料与
品牌的联合国，以并购为契机，
以机制为保障，以“非辅业”的心
态拓展公司新的、强大的利润增
长点，成就汤臣倍健的战略目
标。

“汤臣倍健的战略路径十分
清晰，将从原料的联合国向品牌
的联合国过渡，最终打造‘营养
品的联合国’”，林志成称，到2020

年，中国保健消费品市场规模有
望超过4000亿元，汤臣倍健将把
控产业发展趋势，在持续深化产
品、品牌、渠道、服务四大驱动力
的基础上，由产品营销向价值营
销转型升级。

申银万国食品饮料分析师
邓敬东认为，保健品新政将使

“擦边球”行为难以持续，市场
环境将得到进一步净化，为优

秀品牌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汤臣倍健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
遇，市场份额有望进一步提高。

汤汤臣臣倍倍健健一一季季度度净净利利润润再再增增五五成成

本报4月28日讯(记者 谭
文佳 通讯员 王盼盼) 看过
机器人打太极、跳舞吗？见过月
球上的土壤是什么样子吗？五
一期间，淄博市少儿科技馆诚
邀齐鲁晚报《今日淄博》小记者
免费参观游览，零距离接触高
科技奥秘。

淄博市少儿科技馆是一所
专为3-12岁儿童打造的专业性
科技馆，建筑面积7000平米，是
全省面积最大的专项性儿童科

技馆。在引入中国科技馆中一
流科技设施的同时融入美国最
先进的机器人以及台湾的互动
游乐设施，实现了科技展示与
互动参与的结合。会跳江南
style的进口机器人和智能语音
机器人等都将与前来参观的小
记者们见面，让小记者们在科
技中游玩，在游玩中求知。

据工作人员介绍，馆区设
有科技探索区、独立体验区、竞
技区、欢乐餐厅分享区，融入不

同的互动项目，寓教于乐。同时
引入“独立赢取，兑换分享”模
式，使孩子在馆区内通过探索、
竞技、劳动、公益等方式独立赢
取报酬，并可通过馆区的兑换
系统兑换玩具、礼物、图书、美
食、家庭旅游、生日party、聚会
等，分享劳动所得。

馆内的机器人共计 3 0余
件，有法国进口机器人NO。这
款机器人在真实性与互动性方
面在现在表演类机器人中排前

列，不但会打太极还会跳舞，以
及各种智能语音对话。此外，还
有美国进口机器人，能用语音
发出指令控制他做各种表演和
动作。馆内还有美国进口的机
器狗，可以识别主人以及主人
的指令，表演各种动作。这些高
科技项目形象地诠释科学道
理，让小记者参与互动，切身体
验科学的魅力，加深对科学的
理解，感悟科学的力量。还在等
什么，快来报名参加吧！

本报4月28日讯 (见习记者
张童) 30日上午8时，本报联

合漱玉平民大药房举办的齐鲁
晚报大篷车活动将走进张店齐
林家园小区，在社区卫生室门前
广场宣传防治糖尿病专业知识，
并为前50名居民进行免费测血
糖。此外，还将为居民免费测血
压、进行微量元素检测、颈背按
摩仪体验及健康咨询服务。现场
还将免费发放 1 0 0份《齐鲁晚
报》，先到先得。

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的报
告中指出，全世界有3 . 46亿人患
有糖尿病，超过80%的糖尿病死
亡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
家。亚洲人，特别是东亚人民，更
容易患糖尿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以米饭为主粮，太过精细、单
一所造成的。

有不少市民向本报反映，希
望能够将“糖尿病防治”加入到
活动中，为社区居民带来更为实
用的医疗建议。此次大篷车走进
齐林家园小区，漱玉平民大药房
的工作人员将会结合体检结果，
向居民传授防治糖尿病的医学
知识，并走进居民家中，一对一
与居民沟通交流。此外，漱玉工
作人员还将配有一些常规的查
体项目，提供养生资讯。

为了测量的血糖值更准确，
本次活动将定于4月30日(周三)

上午8时开始，有意测血糖的市
民请不要吃早饭，进行空腹测
量。

大大篷篷车车周周三三走走进进齐齐林林家家园园小小区区
前50位空腹居民可免费测血糖

小小记记者者劳劳动动节节免免费费游游少少儿儿科科技技馆馆
与智能机器人零距离互动，参与活动积分兑换礼物

据市少儿科技馆工作人员介
绍，馆内还设有地震模拟屋，仿照真
实发生地震时的情况，根据震级不
同感受发生地震时的感觉，体验地
震发生时的状况，让孩子们对地震
有更多直观性的认识，知道发生地
震时应该怎样去躲避危险。

馆内还有虚拟灭火设备，模拟
火灾发生时的状况，让孩子学习如
何逃生，如何使用灭火器。现场的虚
拟场景如真实一般，让孩子亲身去
体验，知道发生火灾的时候如何保
护好自己。此外还设有飞机迫降，风
力发电模拟，机器人拼插教学，小小
建筑工地，二十四节气认知，化石挖
掘场地，虚拟墙来了游戏，小小农
场，智力拼图比赛，虚拟电子翻书，
哈哈镜，镜子迷宫，儿童城堡，水上
乐园，3D打印表演，科学工作室等
大小项目100余项。

地震模拟屋

教孩子逃生

相关链接

漱玉工作人员给居民进行免费血压测量。

小记者报名方式

请将您孩子的姓名、性别、年
龄、年级、学校、家长姓名和联系方
式,以短信形式发到13287881656或邮
箱wenjia88@126 .com。

报名费 :200元。报名地点 :张店
人民西路1 6号 (招商银行西邻 )二
楼齐鲁晚报《今日淄博》报社。

咨 询 电 话 : 0 5 3 3 - 2 2 7 2 1 6 8
13287881656“齐鲁晚报”小记者QQ

群:32341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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