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地编号： 2017-32 宗地面积： 8915 . 0平方米 宗地坐落：
兴业路西侧、百果

庄园北侧

出让年限： 工业用地50年 容积率：
大于或等于1 . 0并

且小于或等于1 . 5
建筑密度(%)：

大于或等于35%并

且小于或等于50%

绿化率(%)： 小于或等于15% 建筑限高(米)：

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保证金： 226万元 估价报告备案号 3715418BA0005

场地平整：通路、通电、通讯、通暖、排水、供水

备注： 1、出让起始价226万元。 加价幅度 0 . 8万元

宗地编号： 2017-34 宗地面积： 21400 . 0平方米 宗地坐落：
北环路北侧、万洁

环保公司南侧

出让年限： 工业用地50年 容积率：
大于或等于0 . 6并

且小于或等于1 . 5
建筑密度(%)：

大于或等于45%并

且小于或等于70%

绿化率(%)： 小于或等于15% 建筑限高(米)：

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保证金： 380万元 估价报告备案号 3715418BA0006

场地平整：通路、通电、通讯、通暖、排水、供水

备注： 1、出让起始价380万元。 加价幅度 1 . 6万元

冠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公开出让公告
(冠国土告字[2018]0001号)

经冠县人民政府批准,冠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公开挂牌方式公开出让2(幅)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

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

原则确定受让人。

四、本次公开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公

开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18年1月11日至2018年

1月30日到聊城市国土交易网站(www.lcgtjy.com)获取

公开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8年1月11日至2018年1月30日到聊城

市国土交易网站(www.lcgtjy.com)向我局提交书面申

请。交纳投标、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2月12

日17时。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投标、竞买保证

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8年2月12日17时前

确认其投标、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公告活动定于2018年1

月 3 1 日 1 0 时 0 0 分 在 聊 城 市 国 土 交 易 网 站

(www.lcgtjy.com)进行。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报名时间自2018年1月11日8时00分开始，至2018年2

月12日17时截止(以竞买保证金到帐时间为准)。

(二)网上交易时间自2018年1月31日10时00分开始，截

止时间：2017-32号地块：2018年2月13日10时00分；2017

-34号地块：2018年2月13日10时05分。

网 上 交 易 期 间 竞 买 人 在 聊 城 市 国 土 交 易 网 站

(www.lcgtjy.com)进行竞价。

(三)竞买保证金通过网上交易系统于网上交易活动交

易截止前一天,即2018年2月12日17时前交到指定账户

(以竞买保证金到帐时间为准)。否则，将无法获得竞买

资格。如不成交，保证金在竞买活动结束后5个工作日

内退还，不计利息。

(四)其他事项

1、本次公开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竞买要求请登陆

聊城市国土交易网(www.lcgtjy.com)。

2、本次公开挂牌出让土地不接受电话、邮寄及口头竞买。

3、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公开挂牌出让文件和竞买须

知(聊城市国土交易网www.lcgtjy.com)。

(五)现场踏勘时间及集合地点：

现场踏勘时间定于2018年1月24日上午9时，集合地点

在冠县国土资源局，竞买者也可自行到现场踏勘。

八、联系方式与地址

联系地址：冠县冠宜春西路82号

联系人：冯先生

联系电话：0635-7125618

冠县国土资源局

国国家家一一级级演演员员建建起起““京京剧剧云云课课堂堂””
从线上到线下坚持义务授课，学员遍及全国

文/片 本报记者 凌文秀

“周末，济宁来了几位学员，还有一位高唐学员趁我有空来学戏。”聊城
市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耿金芝13岁就扮上老旦，两年前她建了个微信
群，里面是经常跟她请教老旦唱腔的几位戏迷票友，闲暇指导一下大家的
唱腔，却不留神引来全国30多个省，甚至海外华人进群学习。从此，耿金芝
开启了从线上教学到线下面授的京剧传承之路。

13岁开始扮老旦

一唱就是几十年

“小时候乡下最多的娱乐就是
听戏，因为常听戏、爱听戏、没事儿
学两句，就此跟京剧结下不解之
缘。”耿金芝13岁考入专业剧团，选
择了与年龄非常不符的老旦角色，

“老旦虽然扮相不好看，但唱腔铿锵
有力，很过瘾。”

1989年，耿金芝有机会到现在
的山东艺术学院学习，当时的老师
是现任中央戏剧学院京剧系主任的
郭跃进。“跟着郭老师学到了很多经
典剧目。”毕业后，耿金芝进入聊城
市京剧院工作至今。

每年，聊城市京剧院都有两三百
场的演出，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比
赛。唱的越多、学的越多，耿金芝对于
京剧这门传统戏剧就越来越感到敬
畏，“越学越敬畏，越感觉自己懂的
少。这大概就是京剧的魅力所在。”

怀着这种对行业和职业的敬畏
心，她的京剧老旦角色一扮几十年，
从13岁至今，跟同是京剧演员的同
事结了婚、把孩子培养成一位优秀
的京剧演员，而她自己也唱成了国
家一级演员。

几十年来，练功、演出、比赛，工
作占据了她的大部分时间，而她乐
在其中。

建“京剧云课堂”

学员遍及全国

“演出前后常有戏迷票友求教，
有些留了联系方式，加了微信。2015
年，我建了一个微信群，加了好多戏
迷票友交流学习。”耿金芝说，京剧
爱好者们大部分靠视频来学习唱腔
和身段，很难找到要领。

此后，除了练功、演出、比赛，她
又多了一项京剧义务教学工作。

“我们把自己的唱段发群里，耿
老师给我们点评纠正，一个唱腔一
个唱腔地教。”学员杨琳琳说，人多
问题就多，有时候一段唱腔好几个
人问过。耿金芝开始每周三晚上三
个小时集中授课、点评学员唱腔。

“有了专业点评，字词句、归音
归韵发音等越来越专业。这些进步
是跟着视频学唱多少遍都学不到
的。遇到实在改不过来的唱腔，耿老
师就连线视频教学，学员看到表情
和口型就明白了。”杨琳琳等几位聊

城学员，还趁耿老师有空时约她见
面授课。

“我最开始是学唱老生，从没想
过要改行当。加群后，学了一阵子改
唱了老旦。”杨琳琳见证这个群慢慢
发展到三百多人，学员来自全国各
地30多个省，还有居住在美国的华
人戏迷。

面授课办到北京去

郭跃进来免费授课

2016年7月22日，来自群里和全
国各地的60多名学员齐聚聊城，最
小的才几岁，年龄最大的有七十多
岁。“确保小学员有家长陪着、确定
年纪比较大的学员身体健康。”真正
组织面授会，比想象中难多了。不过
面授会的效果非常好，“让我们感觉
意犹未尽，期待下一次的面授课。”

郭跃进也对她的“云课堂”非常
肯定，耿金芝索性跟老师“提要求”，

“您哪天有时间来给我们上上课
啊？”郭跃进痛快答应了。

第一场面授会过后五个月，
2016年12月22日，第二场面授会举
办，郭跃进携弟子亲临现场授课。很
多痴迷京剧的学员得知郭跃进现场
授课，激动地抱着耿金芝哭了。

“郭跃进老师也希望通过授课，
更好地弘扬和传承京剧，传承老旦
艺术。”耿金芝对老师非常感激。

去年5月19日，耿金芝在北京组
织了一次为期四天的面授，主讲还
是郭跃进，耿金芝和另外几位师姐
们轮流给小组辅导，郭跃进上大课。
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吉林、深圳、厦
门、湖北、湖南等地，小的有6岁、8
岁，年龄最大的77岁。

如今，耿金芝的“京剧云课堂”
已经有了四个大群、九个小群，一部
分学员自发管理授课群，减轻耿金
芝的工作量。

“云课堂、线下面授结合，还完
全免费，金芝这种传承京剧的模式，
不光在聊城，在全国也不多见。”聊
城市文广新局文艺科科长穆芳丽对
这种模式非常肯定。

从一个人忙“云课堂”，到拽上
家人组织面授会，耿金芝坚持义务
授课，线上线下都免费。有的新学员
在群里给耿金芝发红包，她一直没
收，直到红包过期。学员们说，她不
光红包不收，面授场地租金等费用
也全部公开透明AA制。

▲耿金芝面对面为学员授课。

耿金芝的老旦扮相。

本报聊城1月10日讯(记者 杨
淑君 通讯员 董凤霞) 1月10
日，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学术报
告厅内流光溢彩，座无虚席，“放歌
新时代”2018新年联欢会举行。校党
委书记、校长朱秋田带领校领导班
子成员与全校师生员工齐聚一堂，
共同总结砥砺奋进的2017，展望使
命光荣的2018。学校“1+1”好支部共
建支委班子成员、双联共建村两委
成员及部分离退休老干部应邀观看
联欢会。

当天下午2：00，大幕徐徐拉开，
朱秋田致新年贺辞，回顾2017年学
校教育教学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
寄语全校师生在新的一年里，进一
步增强团队和大局意识，创新工作，
再续佳绩。随后的LED屏幕上，一幅
幅图片如流淌的岁月，记录着2017
年学校的收获、突破和发展。京剧、
舞蹈、小合唱、朗诵、小品……节目
形式多样，精彩纷呈。专题片《同心
协力共创新局面 砥砺奋进放歌新

时代》实录了学校成立八年来的跨
越发展之路，抒发了学校师生员工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豪情。历时两
个小时的联欢会在学校财经之声合
唱团《不忘初心》、《中国之梦》两首
大合唱的激昂旋律中圆满落幕。

新年联欢会以“放歌新时代”为
主题，彰显了全校师生员工以十九
大精神为指导，迈进新时代，开启学
校辉煌新征程的豪情和决心，激励
着大家不忘教育初心，牢记育人使
命，砥砺前行，谱写学校发展新篇
章。

放歌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举办2018新年联欢会

摄影 刘文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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