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州亿海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拟将该公司开
发的云门?世泰园小区项目
(预售证号：青房注字第
2014176号，青房注字第
2014177号，青房注字第
2014178号，青房注字第
2014179号，青房注字第
2014180号，青房注字第
2015001号，青房注字第
2013067号)的部分房屋办
理在建工程抵押，抵押银
行：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青州支行，抵押期限1
年。该项目座落于云门山花
园东苑南侧，原工程机路西
侧，抵押楼幢单元及楼层如
下：

云门世泰园小区1号
楼、2号楼、3号楼、4号楼、5
号楼、9号楼、6号楼一单元3
-02室

1-1-102、1-1-202、2-1
-102、2-1-201、2-1-302、2-
3-101、2-3-201、2-3-501、3
-1-102、3-1-201、3-3-101、
3-3-302、3-3-402、4-1-
102、4-1-402、4-1-501、4-1
-502、4-1-602、4-2-101、4-
2-301、4-2-402、4-2-601、5
-1-601、5-1-602、9-3-102
(共计住宅26套，3081 .63平
方米)

为防止欲抵押房屋已
出售，因办理抵押给业主造
成损失，我局现予以公告，
如对此抵押有异议，请自公
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局办
事中心登记审核科提出书
面异议，如经审查异议不成
立或无异议我局将予以受
理。
联系电话：18866187121
联系人：陈进

青州市房地产管理局
二0一五年五月五日

抵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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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单位地点

5月8日 1、淄川大队：淄矿集团 2、桓台大队：唐山顺通驾校

5月9日 高青大队：赵店大集

5月12日 周村大队：高塘中队

5月13日
1、临淄大队：齐陵镇北山村 2、沂源大队：文化广场

3、高新区大队：山东中泽不锈钢有限公司 4、博山大队：万谷驾校

5月15日 1、桓台大队：巨明二手车交易市场 2、淄川大队：昆仑广场

5月16日 1、高青大队：唐坊大集 2、沂源大队：南麻大街

5月19日 周村大队：南闫中队

5月20日
1、临淄大队：临淄大地保险公司 2、沂源大队：汇源广场

3、高新区大队：鲁中晨报北门

5月21日 张店大队：国安驾校

5月22日 1、桓台大队：唐山顺通驾校 2、博山大队：博山中队

5月23日 高青大队：青城大集

5月30日 高青大队：蔡旺大集

今年8月底，淄博市将淘汰掉城
市建成区内所有10吨以下燃煤锅炉。

根据初步统计，全市20吨以下燃
煤小锅炉共478台，其中张店45台，淄
川89台，博山40台，周村86台，临淄46

台，桓台97台，高青6台，沂源13台，高
新区3台，文昌湖53台。

根据《全市城市建成区燃煤锅炉
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今年，6月
底前，各区县完成城市建成区每小时
10吨及以下的生活燃煤小锅炉关闭
拆除或清洁能源替代工作；8月底前，
完成城市建成区每小时10吨及以下
的工业燃煤小锅炉关闭拆除或清洁
能源替代工作。

20吨以下燃煤锅炉

全市共有478台

本报5月5日讯 (记者 刘
晓 通讯员 毕磊 ) 随着一
声切割枪声响，山东理工大学6

台燃煤锅炉正式动工拆除。拆
除工作将在两个月时间内完
成，拆除完成后，学校将全部改
为集中供热。

据了解，这6台燃煤锅炉容
量均为20吨/小时，承担着整个
学校供热的任务。随着近年来
环保要求的日益严格和城市改
造的需要，该锅炉已不符合标
准。近日，在政府及环保部门的

督促下，拆除工作开始动工。
据介绍，锅炉拆除后，学校

全部改用华电淄博热电高温水
进行供热，在原址建设换热站。
剩余燃煤全部招标拍卖，煤场
正在清理中，张店区环保分局
还要求学校在燃煤清运过程中
注意密闭蓬盖，防止漏洒扬尘，
造成新的污染产生。

“这6台燃煤锅炉的拆除采
取招标的形式。目前，切割拆除
工作已经开始进行，煤场也正
在清理当中，这些工作将在一

个月时间内完成；这些工作完
成后，还将对烟囱等建筑进行
拆除。”张店环保分局环境监察
大队工作人员介绍。

根据张店区2015年环保重
点工作任务要求，今年将开展
供热锅炉环保治理行动，推动
供热锅炉改换热站，淘汰城区
内供热管网覆盖范围内分散燃
煤供热锅炉，必须保留的调峰
锅炉建设脱硫除尘及脱硝设
施，并安装在线监控设施。

同时，今年还将取缔城区

内20吨/小时以下直燃煤锅炉，
取缔辖区内10吨/小时及以下
直燃煤工业锅炉、茶浴炉，完成
20吨及以上锅炉电袋除尘改造
及烟粉尘在线安装、联网任务，
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据悉，经过各项治理行动，
今年张店空气中主要污染物
PM2 . 5、PM10、SO2、NO2年均浓
度分别控制在80微克/立方米、
138微克/立方米、110微克/立方
米、61微克/立方米，全面完成

“十二五”减排目标任务。

理工大6台燃煤锅炉昨日开拆，为蓝天挥刀斩烟囱

中中心心城城区区今今年年取取缔缔2200吨吨以以下下锅锅炉炉

““流流动动车车管管所所””月月内内到到2244个个服服务务点点
11台新式服务车投用，家门口可补牌补证

本报5月5日讯 (记者 刘
晓 通讯员 杜立谦) 月内，

“流动车管所”将开到全市24个
服务点，驾驶证补证换证，家门
口就可完成。

5日，“流动车管所”来到市
内3个点上门服务。9时30分，张
店车管所将新换发的“流动车
管所”服务车开到佳世客广场
开展上门服务活动，吸引不少
市民前来咨询。

“我的车牌是临沂牌照，可
不可以在淄博当地审车？”市民
王先生问。

“根据去年省公安厅交通
管理局发布的通知要求，省内
登记的除大型客车、校车外的
其他在用机动车，车辆所有人
可以选择在全省任一家具备条
件的安检机构进行检验，并申
请核发检验合格标志，不需要
到车辆登记地车管所办理委托
检验手续。您的车可以在淄博
当地审。”工作人员回答。

王先生说，这样可省出时
间和金钱，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像王先生一样，崔先生因
为驾驶证快到期，一直没时间
去更换，经询问得知可以现场
办理，于是也成功换领到了新
证。“这下就不用再跑车管所
了。”崔先生说。

11台新式“流动车管所”服
务车，增加了展示橱柜和电视，
可在办理业务时进行交通宣
传，自4月份投入使用以来，累
计开展上门服务20余次，共办
理车驾管业务200余笔，开展交
通安全宣传教育10余场，受教
育群众达5000余人。定期深入
农村、社区、厂矿、企业等处开
展流动上门服务，最大限度地
方便群众办理摩托车注册登
记、补换驾驶证等车驾管业务、
接受交通安全现场教育。此外，
对申请办理转移登记、补领登
记证书等业务的病重等无法到
场的特殊群体，开展上门办理。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流动车管所”5月份上门服务统计表

手手足足口口病病等等传传染染病病进进入入高高发发季季
市疾控发布春夏防控提醒，儿童及抵抗力较低人群易中招

本报5月5日讯(记者
樊伟宏 通讯员 曹铮)

随着天气转暖，气温和
湿度升高，5日，市疾控中
心发布春夏疾病防控提
醒，部分传染病如手足口
病、流行性乙型脑炎(简称
乙脑)、霍乱、细菌性痢疾
(简称菌痢)、猩红热、流行
性腮腺炎等传染病进入高
发季节。

据市疾控专家介绍，
手足口病是一种由多种肠
道病毒引起的以临床症状
命名的传染病，5～7月份
为高发季节。手足口病传
播途径较多，人群普遍易
感，以婴幼儿和儿童等5岁
以下人群多发。手足口病
感染初期一般表现为发热
伴手、足、口、臀部皮疹，极
少数重症病例早期可能没
有皮疹，而表现为嗜睡、呕
吐等症状，并进而出现嘴

唇青紫、呼吸困难等症状，
严重的可导致死亡。

“绝大多数手足口病
患儿可以居家隔离治疗，
经过一周左右的时间会自
愈，但当患儿出现高热不
退，或出现头疼、精神差、
表情淡漠、肌阵挛、呕吐等

重症病例的临床表现时，
要立即到医院救治。”专家
表示，“预防手足口病要注
意培养儿童良好的卫生习
惯，勤洗手，注意开窗通
风；避免到人多拥挤的场
所；注意儿童营养提高抵
抗力。”

疾控工作人员为易感人群检查。

患上腹泻切忌

随意用抗生素

对于细菌或病毒性腹泻病而言，常见的细菌性腹泻
病有霍乱、菌痢、伤寒和副伤寒等，病毒主要有肠道病
毒、轮状病毒等。

“预防这种疾病，买回海产品要煮熟，隔餐食物要热
透，生熟食品要分开。生水未煮不要喝，无牌餐饮不光
顾，腐烂食品不要吃，暴饮暴食不可取，未消毒(患者污
染)物品不要碰。患者排泄物污染的厕所、餐具、地面、地
拖、门拉手、衣物，要使用漂白粉、漂白精、过氧乙酸、戊
二醛等进行消毒。”专家表示，“出现腹泻症状，只要及时
就诊，一般会很快治愈，切忌随意使用抗生素。

相关链接

为方便群众办理车驾管业务，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制定了车
驾管工作服务群众六条措施。其中，将
车驾管档案归档时间由公安部规定的
3个工作日内缩短到1个工作日内。

对群众申请即时归档的车驾管
业务，经核对实物档案，手续齐全，符
合规定的，及时协调相关部门进行归
档，方便群众办理后续业务。

此外，还进一步下放业务权限。
把机动车抵押登记、军警驾驶证换证
业务下放到区县大队车管所。周六周
日，向考生开放科目二考场，方便考
生熟悉考试流程。依托支队“交通管
理告知服务平台”，对临近检验等16

项机动车信息和逾期提交身体条件
证明等36项驾驶证信息以短信形式
对相关车主和驾驶人及时进行提醒
告知。

车驾管档案归档

缩短为1天

相关链接

相关链接

张店建桥小学

举办“百花节”活动

本报讯 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争艳
春满园，缤纷的梦想如百花含笑，绚丽的
祝福像彩云飘扬。4月30日下午张店区建桥
小学在学校操场举行了“魅力暖春”主题
课程之“百花节”活动。

“魅力暖春”主题课程是建桥小学以
魅力四季为主线开发的特色校本课程四
季课程之一，在此次活动中，全校师生积
极参与，在操场上分别设置了书画作品
区、手工制作区、科学创意区等，所有区域
的作品均由孩子们亲手制作完成，一只只
精美的风筝正蓄势待发飞向蓝天，孩子们
的梦想也随之翱翔；一幅幅美丽的书画作
品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绚烂多彩的春天；一
件件精美的手工作品寄予了建桥学子美
好的心愿。作品可以是单纯的展示交流，
也可以通过校币交易拍卖或置换。此次

“百花节”活动深受广大师生喜爱，既使学
生得到了锻炼与展示，又给学校“魅力暖
春”主题课程增添亮丽的一笔。 (范立贞)

高校图书馆借阅情况不太乐观，“触屏时代”影响传统阅读模式

一一高高校校借借书书量量88年年少少了了近近一一半半

陈馆长告诉记者，“很多人认为
阅读纸质书麻烦，用手机随时可以
看，而且资源丰富。现在学生对电子
图书的需求量很大，我们学院也加
大了对于这方面的投资，从去年的
十几万元今年预算增加到32 . 4万
元，在图书馆实现wifi全覆盖，建立
移动终端，引进借阅机等，另外不断
地更新我们的数据库，学生可以在
手机上扫描二维码就能进入学院的
数据库下载想看的图书。”

淄博工业职业学院图书馆李馆
长对此也很无奈：“现在大趋势就是
这样，越来越不愿读纸质书，不光是
学生，老师现在借书也减少了。但是
我们也没办法强制要求个人去怎么
做，只能是提倡阅读纸质书，同时学
院每年也在组织一些活动如校园读
书月、校园文化艺术节等，提高大家
阅读积极性。”据悉，各高校均组织
类似的活动提倡阅读纸质书，淄博
职业学院还将图书借阅量纳入了学
院期末综合测评，并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

部分高校加大

对电子书投资

本报5月5日讯(记者 刘光斌
通讯员 公为进 亓圣刚) 男子酒
后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方便，不料迷路
失联6小时。民警调取监控，连夜找到
走失男子。

4日20时许，沂源县南麻派出所接
警，报警人称其朋友在沂源县南麻镇
辖区青兰高速沂源服务区内小便后
失联，接近4个小时一直处于失联状
态。民警迅速出警赶到事发地点。并
了解事发经过，报警人马先生称其与
失联的杨先生等5人到潍坊市喝喜
酒，返回时在下午18时到沂源服务区
小便却并未返回，而杨先生手机已经
遗落在车内，无法取得联系。

了解到事情经过后，民警立即进
行地毯式搜寻，最后在鲁村出口收费
岗亭内找到了杨先生。随后民警联系
上杨先生的家人，其家人表示很快就
会从济南开车把杨先生接走。

男子高速服务区迷失

失联6小时后获救

借阅量逐年下降

电子书阅读成新宠

4月28日，记者从淄博职业学
院图书馆了解到，2006、2007年图书
馆的借阅量能达到40万册左右，图
书的流通率能达到50%以上，到了
2012年，图书的借阅量仅24万册左
右，流通率也下降到35%左右，且仍
然呈现下降趋势。另外，淄博工业
职业学院、淄博技师学院也都存在
这种现象，其中工业职业学院2009-
2012年仅科技类和社科类图书借阅
量就下降了10000册。

“我大约半个月去一次图书馆
借书，每次借三本，这半学期借了
大约有30本了。"淄博职业学院电气
专业大一学生小王表示。小潘是一
名护理专业应届毕业生，“每周都
去啊，去了基本看一些言情小说之
类的。”小潘说。

对于纸质图书阅读量下降的原
因，据淄博职业学院图书馆陈馆长
介绍，“主要受网络和电子图书的影
响。随后记者在山东理工大学采访
了一些同学阅读电子书的情况，几
乎每人手机上都装有电子阅读软
件，而平时经常会看网络小说。“现
在网络这么方便，网上什么都有，更
新速度又快，干嘛还去借书啊。”一
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说。

持一本好书，在一个安静的大学图书馆静待一下午，如此美好的画面估计会越来越难看到了。
近日，本报记者走访淄博市部分高校图书馆了解到，图书馆的借阅量每年都在下降，其中有一所高
校借阅量下降了40%以上。

本报见习记者 王帅

借阅者偏爱小说，更多人去图书馆是为自习

学生喜欢借什么书？记者
带着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

“我在大学最自豪的事情就是
大二一年在图书馆借了92本
书，大多是文学名著，历史传
记，还有与专业相关的图书比
如《国富论》。”山东理工大学经
济学专业大四的小张说，“但
是这两年却没怎么借书了，一

般都是在准备考研和公务员，
去图书馆也大多是上自习。”

记者从淄博职业学院图
书馆了解到，文学类、人文社
科类书籍借阅量最多，其次是
专业相关的书籍。

对于去图书馆做什么，调
查发现学生平时去图书馆一
般是去上自习，看书借书的较

少，还有一部分同学回答却是
一般不怎么去，都是临近期末
考试的时候去复习。在走访过
程中发现，高校图书馆大多人
迹稀少。在山东理工大学图书
馆，一排长长的桌椅中间坐着3

个人，一位同学桌上堆满了考
公工具书，一位同学在对着电
脑敲字。

许许诺诺高高利利息息，，非非法法集集资资六六千千万万
一对夫妻因涉嫌诈骗被捕，现男方已被判有期徒刑15年

本报5月5日讯 (记者 刘
光斌 通讯员 王立民 ) 夫
妻二人打着给银行倒资金的
理由，许诺高息借款集资六千
多万元，肆意挥霍后无力偿还
便即跑路。近日，淄川公安分
局经侦大队经过缜密侦查，将
犯罪嫌疑人梁某某、黄某抓
获，一举破获他们夫妻二人苦
心经营的诈骗案件。

去年年初，淄川公安分局
经侦大队在工作中发现，淄川
城区有多人参与非法集资，月
息高达六分，且主要参与者已
跑路，大量受害群众要钱无

门。淄川分局随即决定成立专
案组进行调查。专案组民警认
真分析案情，多方收集固定
证据，最终发现犯罪嫌疑人
梁某某、黄某二人潜逃至沈
阳一亲戚家，经过不懈努力，
2014年1月份，警方将犯罪嫌
疑人抓获。

通过询问调查，梁某某夫
妻二人认识到自己行为带来
的严重后果，主动交代了犯罪
过程。原来梁某某和黄某二人
早年给企业送料，企业压了不
少资金，为了能够经营下去，
梁某某便开始向周边的亲戚

朋友借款，利息比银行要高不
少，这样能够勉强维持着。但随
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高息便成了
一笔沉重的负担，梁某某也逐渐
养成了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借
来的钱很快便花光了。

为了能借到钱，梁某某
夫妻二人便对外宣称自己给
银行倒资金，经营红木家具，
需要大量资金，一些集资人
见 他 们 夫 妻 俩 平时开 着 豪
车，穿着名牌，加上他们支付
的利息极高，一些资金富裕
的人便借钱给他们。借到钱
后，他们也没有做过正常的

经营业务，全家人国内国外
旅游，购买金银珠宝首饰，高
档奢侈品。后开始拖欠利息，
集资人知道后怕利益受损，
纷纷找她要钱，资金链由此
断裂，梁某某夫妻二人眼见
无力回天，便连夜跑路了。

据警方调查，这起案件涉
及张店、淄川二十余人，金额
六千余万元。最终，淄川区检
察院以涉嫌诈骗罪起诉二人。
今年4月份，犯罪嫌疑人梁某
某因涉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15年，黄某也被判处有期
徒刑缓期执行。

相关链接

不忍女友分手

男子自杀殉情

本报5月5日讯 (记者 刘光斌
通讯员 付晓东 刘欣艺 ) 男

子被女友提出分手，忍受不了情感
创伤，自锁出租屋内自杀殉情被救。

4日下午，张店公安分局潘庄派
出所民警接到报警称，有人自锁房
内自杀，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后发现
该房门紧锁，屋内也无人回应，民警
赶紧联系开锁公司前往，打开房门
后发现屋内一间卧室门仍紧闭，民
警与开锁人员又立即将该卧室门打
开。民警发现，出租房内一片狼藉，
朝马路的一扇窗的玻璃已被全部打
碎，男子梁某躺在床上，手腕上有好
几道伤口，床边全是血迹，在其身边
还留有遗书。

随后民警即刻联系120救护车，
同时唤醒梁某。经过现场勘查民警
了解到梁某已吞下碎玻璃和紫药
水。就在120赶到现场后，民警与救
护人员将自杀的梁某抬向救护车
时，其又继续将手中的碎玻璃塞向
口中，民警立即用工具将碎玻璃从
其嘴中抠出，并制止其再次发生自
残行为。派出所民警随医护人员一
同将梁某送往医院救治。目前，梁某
已脱离生命危险，事件仍在进一步
审查中。

大学生在图书馆选读图书。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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