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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端午午淄淄博博预预计计发发送送旅旅客客1111万万人人次次
7053/4次绿皮小火车改头换面迎接旅客

本报5月2 4日讯 (记者
李洋 通讯员 梁兆福) 24
日，记者从淄博火车站获悉，
今年端午小长假铁路运输期
限为5月27日至5月30日，共
计四天，淄博站预计发送旅
客11万人次。日均2 . 75万人
次，较去年同期 ( 1 0 . 3万人
次)增加0 . 6万人次，增幅6%。
预计客流最高日为5月28日，
预计发送旅客3 . 3万人次。

端午运输期间淄博站客

流以省内为主，由于节日期
间仍处于麦收夏种之际，务
工客流相对较少，客流成分
以省内 及 中 短 途 直 通 的 探
亲、旅游客流为主，客流主要
集中在省内烟台、荣成、泰
安、曲阜等各地间往返流动，
直通客流主要去向是京津、
沪杭、郑州、西安等方向。

根据客流需要，济南铁
路局在高峰线路和周末线上
加开多趟动车组列车。，5月

16日至6月15日淄博站加开
了2趟高峰线动车组列车，分
别为济南至荣成间每日加开
D9455次、荣成至北京南间每
日加开G4218次。同时，近几
个月来每逢周末旅客出行人
数激增，为缓解客运压力，近
期济南铁路局将根据客流需
要，周末加开多趟动车组列
车 ,分别是青岛北～济南东
D6022、D6024、D6026，济南
东～青岛D 6 0 2 1 、D 6 0 2 3 、

D 6 0 2 5 次 ，济 南 东 ～ 烟 台
D6061、烟台～济南东D6062
次，以方便旅客出行，具体的
开行日期请旅客关注12306
网站和车站公告。

另外，广大市民比较喜
欢的7053/4次绿皮小火车近
期来也有了新的升级，更换了
运行性能更好的车厢，并对车
厢外体、车窗及内部设施进行
了彻底清理，全部更换了车座
座套，可以说是窗明几净、焕然

一新，进一步为旅客提供优美
舒适的旅行环境。

特别提醒，截止到24日15
点淄博站互联网售票情况为预
售37108张，未取34587张，节假
日客流较大，通过互联网购买
车票的旅客要提前到车站，及
时换取纸质车票，习惯压点到
站的旅客朋友，一定提早到站
取票和接受安检，以免造成旅
客集中取票候车，耽误了正常
出行。

本报5月24日讯(记者 李洋
通讯员 邢军 彭延群) 24

日,记者从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
局获悉，公园派出所抓获一名潜
逃15年的外省命案逃犯。据了
解，犯罪嫌疑人赵某今年37岁，
陕西省礼泉县人。2002年，赵某
与同村村民发生矛盾后，伙同邻
村朋友将其用石头砸死。案发后
改名为王某潜逃至淄博以打零
工为生，在此15年期间不曾与家
人有过任何联系。

5月17日，公园派出所接到
报警，在淄博市中心医院门诊楼
北边的停车场，有一位男子被人
打伤头部，受伤严重。警方在现
场了解到，一位自称叫王某的民

工，在淄博市中心医院工地干活
时，工友让他帮忙按下电梯按
钮，王某并没有帮忙，两人因此
发生冲突。王某的工友持铁棍将
王某头部打伤。由于伤势较重，
医院要求派出所联系其家人。

随后派出所民警对王某进
行询问，但是公安网上并没有查
到王某所提供的基本信息。随
后，警方又利用王某手机通讯录
上的朋友对王某的身份进行核
实，通过王某朋友提供的信息也
没有从公安网上查到王某的真
实身份。此时，派出所民警凭借
多年的办案经验，觉得王某一直
不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的背后
肯定有巨大的隐情。

察觉王某身份可疑后，公园
派出所民警开始与王某谈心，告
知王某伤者的伤情较重，可能会
有生命危险，需要联系家属配合
治疗。经历了4个多小时的促谈，
王某最终交代了自己的真实身
份。王某真实姓名姓赵，他还交
代自己曾于15年前在老家陕西
礼泉县犯了案，用假身份潜逃至
淄博，以躲避公安机关的追查。

民警通过公安网比对，确定
赵某为陕西省2002年的一名命
案逃犯。随后，公园派出所民警
与当时的办案单位取得联系，进
一步核实了赵某的身份，并与办
案单位完成了逃犯的交接，潜逃
15年后赵某最终落入法网。

潜潜逃逃淄淄博博1155年年，，杀杀人人嫌嫌犯犯终终落落网网
与工友发生冲突后被公安识破“真身”

本报5月24日讯(记者 李
洋 通讯员 邢军 彭延群)

日前，一男子与一女子在张店
茂业天地八楼看婚纱时发生争
执。在等电梯时，该男子猛踹中
间的电梯门，致使一名群众被困
于电梯间，随后该男子乘坐另一
部电梯离开事发现场。

张店公安分局公园派出所

民警接警后，通过民用监控、交
警监控、公安“天网”系统监控等
100多个摄像头录像的视频侦
查，最终确定嫌疑人的住处。随
后办案民警在其女友的配合下
找到了嫌疑人。最终嫌疑人表示
愿意承担商场电梯维修所用的
一万八千元。目前该嫌疑人已经
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

小小伙伙踹踹电电梯梯致致一一人人受受困困被被刑刑拘拘
民警通过100多处监控锁定嫌疑人位置

淄博康正汽车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除与薛广元同志劳动合同的公告

我单位员工薛广元，男，身份证号码372502198306105174，自4月22
日至今旷工未到公司上班，我司多次联系无法接通；现根据相关规
定我公司决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请于两日内至公司办理离
职手续，逾期办理，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淄博康正汽车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5月24日

5月20日是全国学生营养
日，为增强学生饮食健康知识，
侯庄中学利用电子屏幕、黑板报
和主题班会形式举行学生营养
日宣传教育活动，强调了合理营
养对保持身体健康和提高学习
成绩的必要性。（张越 吴海镇）

桓台县侯庄中学：

开展学生营养日教育

沂源县鲁阳幼儿园：

形象故事，手绘上墙

近日，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小
学开展了青年教师讲课比赛，旨
在为青年教师打造相互学习、共
同进步的舞台。 (唐传江)

日前，沂源三中开展了经典
影片进校园活动，让同学们接受
正能量。丰富学生们的文化生
活，增长课外知识。（江秀德）

日前，沂源县燕崖镇中心
小学组织开展了为期一周的

“校园艺术节，编织快乐梦”艺
术展示比赛活动。 (李彩)

近日，沂源县东北庄学校
组织全校学生开展航模科技创
新制作大赛。增强学生的动手
能力、科技创新的意识。(王霞)

日前，沂源县张家坡中心学
校认真做好幼小衔接工作，积极
邀请张家坡中心幼儿园大班小
朋友，来校参观学习。(王均升)

为了让幼儿园环境更加优
美，近日，南麻街道鲁阳幼儿园
组织老师们完成了幼儿园外墙
的手绘工作。这些手绘墙突出故
事里边的形象再现，旨在启发孩
子们对故事的兴趣及思考，益于
开发幼儿智力。 (孙蕾)

为加强党员管理,,提高党组
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发挥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日前，房镇中
心小学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开
展义务劳动，对校园花园的竹子
进行移栽。劳动现场，全体党员
积极参与，分工协作。 (张大鹏)

张店区房镇中心小学：

党员开展义务劳动

沂源县石桥中学：

注重学生养成教育

沂源县石桥中学多措并举
注重学生养成教育。目标引领，
组织学习明确好习惯的标准。榜
样感召，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培
养健全人格。制度规范，制定系
列规章制度和行为习惯养成计
划。 (王海波 杜春坤)

近日，荆家镇里仁中学利用
多渠道开展“珍爱生命 远离溺
水”的主题教育活动。讲解发生
的溺水事例，以引起学生们的重
视。发出倡议书、并分别与学生
家长及学生本人签订防溺水安
全责任书。 （荣庆立）

桓台县里仁中学：

开展“防溺水”教育活动

临淄区皇城一中：

举办防火专题讲座

日前，皇城一中邀请专家到
校为学生做防火安全专题讲座。
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国内外事
例，图文、视频资料讲解有机结
合，为大家详细讲解了静电的危
险、防火灭火设备的使用、高层
逃生方法等知识。 (李波)

在刚刚结束的第十八届山
东省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中，大
张学校所报送的电脑绘画作品
中有6位同学作品在山东省获
奖：杨晶涵的《神奇的垃圾桶》、
李昊龙的《留守儿童的愿望》分
别获得山东省一等奖。（李菲菲）

张店区大张学校：
在省电脑制作活动中
获佳绩

张店区马尚一中：

举行家庭教育报告会

日前，马尚一中各级部举行
家庭教育报告会。旨在积极引导
家长们科学合理地为学生在家
中的学习和生活提供更加有效
和更具针对性的情感倾注和后
勤保障，让家长充分认识到家庭
教育的重要性。 （孙梦君）

为深入学习和实践叶澜教
授的“新基础教育”理念，探索从
传统教学的“沙漠状态”重新转
回到“绿洲”的本真状态。近日，
康平小学开展学习“新基础教
育”磨课研讨活动。活动由两位
数学老师执教同一节课。（陶磊）

临淄区康平小学：

开展磨课研讨活动

临淄区朱台中学：

开展“食品安全”教育

近日，朱台中学开展了以
“食品安全”为主题的教育宣
传活动。教育内容：科学进食，
谷物、肉类、蔬菜、奶制品等均
衡搭配。一日三餐，按时进食，
不暴饮暴食。注重卫生、预防
中毒。 (许英奎)

张店六中：

举行入团宣誓仪式

近日，张店六中举行少先队
退队暨入团宣誓仪式。团员们面
向团旗，举起右手庄严宣誓，让
他们感受作为一名共青团员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表达他们“不
忘初心跟党走”，勤奋学习，勇于
承担的决心和信心。 (黄友珍)

临淄区皇城二中小学部：

举行健步走比赛

为了丰富老师们的生活，鼓
励老师多运动，日前，皇城二中
小学部举行全体老师健步走比
赛。此活动，老师们既锻炼了身
体，又增进了感情，对打造幸福
快乐和谐校园起到了积极的推
进作用。 (边廷玉)

张店区铝城一小：

英语话春天主题活动

了解春天的自然之美,同时
也为了让学生能用英语把所学
的花草、动物等词汇进行分类，
用英语句型进行物品特征描述，
从三月份开始,铝城一小在五年
级开展了“春天的发现之趣”英
语主题实践活动。 （王林林）

桓台县起凤镇中心幼儿园：

开展环境创设评比活动

日前，起凤镇中心幼儿园组
织各班班主任开展了环境创设
评比活动。活动中，老师们带着
欣赏与学习的心态走进每个班
级、认真聆听各班主任对特色墙
饰、家园联系栏等设计的讲解，
相互交流探讨。 （巩瑞莲)

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电影进校园 传受正能量 编织校园快乐梦 科技创新制作比赛 幼小衔接 参观学习

日前，田庄镇中心小学开
展了校车安全逃生演练。演练
增强了全体师生的安全意识，
提高了自护自救的能力。演练
活动使全校师生充分认识到
学校安全工作的重要性，要警
钟长鸣。 (罗莉)

桓台县田庄镇中心小学：

开展校车逃生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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