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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游戏由于其真实性与
趣味性，越来越受到大家的追
捧。记者了解到，5月16日、17日，
一场精彩的“大富翁真人秀”活
动将在恒大帝景营销中心欢乐
上演，活动现场将准备精美礼品
和丰盛的餐点饮品，让大家度过
一个愉快的周末。

真人大富翁

恒大欢乐行

还记得那些年我们一起追
过的“大富翁”吗？作为世界最
经典的游戏之一，“大富翁”一
直在全球范围拥有着极高的人
气和众多的拥趸。据悉，这个周
末在恒大帝景营销中心，风靡
世界的“大富翁”游戏将从线上
搬到线下，届时大家将变身大
富翁棋手，以大转盘转数字的
方式，亲力亲为完成走棋等各
种任务环节，体验“转盘大富
翁”的无穷乐趣，化身真人版阿
土伯、孙小美、沙龙巴斯，尽情

享受周末假期的欢乐时光。参
与游戏的朋友，还有机会赢取
恒大帝景为活动准备的精美奖
品。据了解，周末活动现场将为
去恒大帝景的小朋友准备色彩
缤纷的小纽扣，让孩子们发挥
想象拼凑自己喜欢的图案，展
现一场纽扣变形记。活动还有
园内寻宝等趣味游戏让孩子们
欢乐嬉戏。另外，活动现场还将
设有舌尖美食汇，爆米花、时令
水果、饮料等美味餐点饮品享
不尽。

每个人都有童年，自然也
都有自己难忘的童年回忆。记
者从恒大帝景营销中心的工作
人员处了解到，5月2 2日起，恒
大帝景将举办一场跨年代大型
玩具展，汇集6 0年代至今各年
龄阶段人们童年时代的玩具与
游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不要
一味地埋头前行，通过这项活
动，让大家适时回忆一下过去
的美好，给自己一次刻骨铭心
的怀念与感动。

5月大惠战

首付2万起住城央

自2014年下半年开始，楼市
利好便频频推出，尤其2015年央
行的三次降息，让淄博楼市迎来
了一个充满暖意的春天。在地产
大鳄们各展所长、楼市风起云涌
之际，恒大帝景以强大的品牌保
障，无理由退房等利好政策，引
领淄博楼市。为真诚答谢淄博市
民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作为
淄博城央豪宅典范，恒大帝景

“亮剑出击”，重磅开启“无理由
退房、五月大惠战”活动，引爆淄
博楼市！让购房者不但可以享受

“五月特惠”的超低价格，感受购
房惊喜，更能享受无理由退房政
策，安心购房。

城市中心的稀缺地段、顶贵
圈层专属生活区、准现房实景的
产品保障，再加上“无理由退房”
的置业保证，缔造出恒大帝景无
与伦比的强大优势。

一直以来，恒大帝景恪守民
生地产理念，通过标准化运营与
集约化管理，降低运营成本，让
住宅“价廉物美”真正成为可能。
作为淄博恒大第一盘，恒大帝景
严格贯彻执行集团“关于全面实
施无理由退房的重大决定的发
文政策”，除了购房保障之外，帝
景更以其黄金地段、得天独厚的
环境、完善配套、超高性价比热
销淄博。据悉，恒大帝景5月“大
惠战”，以2万元起的超低首付引
领淄博楼市。超低首付住城央绝
版精装湖景豪宅，准现房热销，
86-180m2多种面积段及经典户型
供你选择，还送每平1500元满屋
名牌豪装！

城央奢装御湖尊邸

公园学府豪宅领袖

总建筑面积59万m2的恒大
帝景雄踞淄博城市央心、张店政
务区核心、城市CLD核心，集中
央行政区、中央商务区、生态居

住区、一站式教育区、交通主动
脉、醇熟生活区等多重概念于一
身。项目东临淄博重要景观河玉
龙河，世纪路和共青团路两大城
市轴心街道纵横交错，“一河?两
中轴”，汇集城市鼎级资源。项目
周边交通发达，商圈围绕，名校
环伺，圈层生活一步即享。项目
内置5000m2中央湖景，逾3 . 5万m2

风情园林，5200m2豪华铂金会所、
大型商业街、国家一级资质金碧
物业，完善配套，铸就淄博豪宅
生活样本。可直接拨打 0 5 3 3 -
5355888了解项目详情，或到访恒
大帝景售楼部问询购买！

项目地址：淄博市张店区世
纪路与共青团西路交汇处

关注恒大帝景官方微信，了
解更多促销、活动信息：

欢欢乐乐周周末末！！恒恒大大帝帝景景大大富富翁翁真真人人秀秀来来袭袭
恒大五月大惠战 首付2万起住城央

淄博进一步规范信访举报工作，努力做到件件有安排、有落实、有反馈

信信访访举举报报线线索索处处置置全全程程管管理理

本报5月14日讯(记者 王亚男
通讯员 冯岩) 13日14时许，张

店东外环与309路口往北200米路东
两辆货车追尾，1人被困驾驶室，另1

人当场死亡。
辖区市公安消防支队南定中队

接到报警后立刻赶赴现场，由于后车
追尾导致后车驾驶室严重变形，带队
干部宋明林立即组织官兵利用液压
扩张器和液压剪切钳实施救援。

据现场群众告诉消防官兵，前
车车头翘起应该是在路边修车，后
车不知什么情况就发生了追尾事
故。具体原因还要等进一步的调查。

两货车追尾

消防紧急救援

5月1日起，全市建设领域农民
工工资必须按月足额打入农民工银
行卡中。4月13日，市住建局出台新
规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市住建局出台了《建设领域农民
工工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
则》，要求项目开工之前，工程总包单
位须设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不设
立将不得办理施工合同备案。自今年
5月1日起，全市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
必须按月足额打入农民工银行卡中。

去年12月，市政府出台了建设领
域农民工工资支付暂行办法，首次明
确规定工资按月发放。市建管处相关
人士介绍，此次出台的实施细则，从
工资专用账户设立、专户资金使用、
公示、监管等方面，进一步细化了支
付办法的相关条款，并为“按月入卡”
这一核心规定设置了时间“硬杠杠”。

建筑农民工工资

5月起按月入卡

本报5月14日讯(记者 李
超) 信访案件要努力做到件件
有安排、有落实、有反馈。淄博将
进一步规范纪检监察信访举报
工作流程，推进线索处置全程管
理。13日上午，市纪委监察局召
开全市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
会议，就做好信访举报工作提出
要求。

淄博市纪委书记初炳玉指
出，2014年全市各级信访举报投
诉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进一步深
化“三转”(转职能、转方式、转作

风)是形势使然、任务需要和职
责所在。要重点聚焦主业主责，
深化信访举报“三转”工作。要紧
紧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中心任务，紧缩战线突出举报属
性，切实发挥好案件线索“主渠
道”、反腐民意“晴雨表”和领导
决策“情报部”作用。

淄博纪检监察部门还将规
范工作流程，推进线索处置全
程管理，畅通信访渠道，保护
实名举报，加强线索筛选，科
学分类处置，努力做到件件有

安排、有落实、有反馈。要及时
研究解决纪检体制改革中出
现的新问题，不断完善信访举
报件呈转全程管理和交办督
办机制，特别在落实双向承
诺、强化时效督办、向被举报
对象所在党组织同步反馈等
方面加强研究探索。充分发挥
信访举报信息资源优势，加强
专题分析研判，为领导决策和
查办案件提供参考和依据，增
强工作的前瞻性和针对性。

继续坚持年轻干部轮流

到信访室跟班学习制度，结合
“三严三实”开展信访举报业
务培训，加大信访干部培养交
流力度；对办理举报事项态度
不积极、不依法解决信访事项
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究
有关领导和人员的责任；积极
帮助信访举报部门解决工作
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加大硬
件设施投入和技术支持力度，
更加关注信访干部的身心健
康，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
担当的信访举报干部队伍。

包包工工头头携携农农民民工工血血汗汗钱钱逃逃跑跑
周村警方赴海南将其抓获，36名农民工已领到工资

本报5月14日讯(记者 刘
光斌 通讯员 于德忠 ) 包
工头做假账提出农民工工资
后，未发放便携款逃跑。近日，
周村公安分局破获一起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案，并追回包工头
侯某某拖欠36名外来务工人员
的14 . 8万元工资款。

2014年6月，济南市商河县居
民老韩从一名四川籍工友那里
获知，一名姓侯包工头正在召集
木工，承包周村一个建筑项目。
老韩召集了35名木工，在侯某某
的组织下来到周村

老韩等36名木工与侯某达
成协议，以每人每天220元的工
资承包下该工地的木工工程，同
时约定木工可在8月份秋收时返
家，届时侯某须支付其劳动报
酬。然而到了8月份，老韩完成工
程并索要工资时，侯某某却拿出
一份工时表让众人填好姓名，并
称将据此去建筑开发商处领钱。
然而钱领出来之后，他却拿着这
份填满工人姓名的工时表称，所
有人已经领取了工资。4天后，工
人再次找侯某某理论时，他已经
消失了踪影。

随后，36名外来务工人员四
处投诉，并打听侯某某的音讯。
今年2月份，周村区人力资源与
社会保障局将36名外来务工人
员的情况转交公安机关，周村公
安分局治安大队根据调查，认定

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并予以立案侦查。

民警调查发现，侯某某为
四川人，随后便在春节前后奔
赴四川，在其家乡周边摸排走
访，并与其家人接触，然而始终
未找到其踪迹。4月份，办案民
警发现一条重要线索，侯某某
很可能已经逃往海南省三亚
市。民警通过调用广东省火车

站的相关信息，确认侯某某曾
在此地购买火车票去往海南。
在海南三亚当地警方的配合
下，民警最终在三亚某偏僻村
落的出租房中发现侯某某踪
影，并于4月7日将其抓获。被捕
时，侯某某正在干着包工头的
老本行，承包该村的一项农舍
建筑项目。

经审讯，侯某某对自己的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供认
不讳，并称当时之所以携款私
逃，是因为在该工程之前，便已
拖欠滨州一个外来务工人员团
体工资款。后经过警方对其本
人及家属的劝说，侯某某最终
筹集了14 . 8万元，全额返还了
拖欠36名工人的工资。目前，侯
某某已经被取保候审，案件在
进一步处理之中。

相关链接

14日，工人们全部领到了血汗钱。 本报通讯员 于德忠 摄

消防官兵利用救援器材扩张
变形驾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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