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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宗地编号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m2）
土地用途

规划

容积率

建设项目

开工时限

建设项目

竣工时限

出让

年期

起 始 价

（万元）

保证金

（万元）

预付款

（万元）
增价幅度

1

370302114227GB00011

[淄川区2017(增量)-

019]号

山东博克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 (工业用地 )以东，

山东重山光电材料有限

公司(工业用地)以南

2886 . 88 工业用地
不小于1 .0，

不大于1 .5

供地后

一年内

开工后

二年内
50年 102 21 81 5

淄博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淄国土交告字[2018]3号

经淄博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局决定以网上交易方式公开出让370302114227GB00011[淄川区2017(增量)-019]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具体情况详见淄博市国土资源交易网：http：//www.zbgtjy.gov.cn 2018年1月11日

一、宗地的基本情况和土地出让条件

其他说明的事项及瑕疵：/

去去年年接接警警9988万万余余起起，，无无效效警警情情77成成多多
公安机关：恶意骚扰110造成严重后果，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报1月10日讯(记者 胡泉)
10日，记者从淄博市公安局获

悉，2017年全市公安机关共接到
110报警98万余起，平均每天接到
报警电话近2700起，其中有效警情
26万余起，无效警情占73%。

据了解，通过110报警，全市公
安机关现场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
疑人623名，直接破获各类案件439
起，妥善处置群众求助类警情2 . 6
万余起，各联动部门、单位协力处
置群众咨询、救助4313起。目前，为
更好更快地对口解决群众各类问
题，提高了综合应急处置能力。全
市公安机关接警员要求接警处理
需要在2-3分钟内完成，另外全市

公安局与市政府市民投诉中心及
39个职能部门也对接沟通，实现了
110与12345等60余个公共服务热
线的一键转接。

淄博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指挥
调度室副主任邵连鹏介绍：“接到
的所有110报警中，无效警情占
73%。无效警情之所以会这么多，
有很多原因，如市民误拨报警电
话，当接警员接起电话时，对方已
经挂断，还有恶意骚扰的。”对谎报
警情或者拨打骚扰电话的，公安机
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严肃处理。情
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本报1月10日讯(记者 胡
泉 通讯员 李露) 10日，记
者从张店公安分局获悉，2017
年以来，该局共破获毒品案件
41起，刑事拘留涉毒人员41人，
治安处罚200余人，查获新增吸
毒人员77人，强制戒毒28人，社
戒45人，铲除罂粟1244株，兑现
群众举报奖励12 .1万元。

据悉，张店公安分局禁毒
大队先后开展了“春夏整治”、

“扫毒铲毒”等行动。2016年9
月，张店公安分局禁毒大队接
到匿名举报称：有一南方女子
在张店等地大量贩卖毒品。张
店公安分局迅速成立专案组，
调查发现，这是一个系列性、
跨区域性的涉毒团伙。以四川
人李某为首，何某等人为下
线，赵某负责帮何某联系买
家，邓某负责运输毒品，大肆
将冰毒贩卖至张店、淄川、桓

台等周边地区。
经长期侦查布控，张店警

方于2017年4月10日开展集中
收网，将案件主要嫌疑人何某
等5人抓获，继而抓获胡某(涉
嫌容留他人吸毒)、吸毒人员张
某等9名违法犯罪嫌疑人。该
案刑事拘留6人，强制戒毒2人，
行政拘留16人，并当场缴获冰
毒2公斤，查实贩毒数量达10余
公斤。

2017年以来张店警方共破获毒品案件41起

贩贩毒毒1100余余公公斤斤，，一一涉涉毒毒团团伙伙被被捣捣毁毁

为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近
日，房镇中心小学开展“小手拉
大手·不购买燃放烟花爆竹”主
题活动。由孩子向家长宣传燃放
烟花爆竹的危害，宣传开展活动
的要求，提高全体公民不燃放烟
花爆竹的自觉意识。 (张大鹏)

张店区房镇中心小学：

抵制燃放烟花爆竹

交通安全进校园 近日，
沂源县大队民警深入辖区河湖
中学，通过上安全课、观看视
频、发放宣传材料等，开展了交
通安全进校园活动。（李庆成）

预防冬季传染病 为有效预
防和控制传染病，确保师生身体
健康，近日，沂源县鲁山路小学组
织各班召开了以“预防传染病”为
主题的班队会。 (王晗 高红)

召开第一次少代会 近日，
沂源县鲁村中学召开第一次少
先队代表大会。该校唐校长希望
少先队员们树立远大理想，养成
优良品格。(唐传成 齐村山)

冻冰花活动 随着冬天的
到来，凉凉的冰，美丽的雪花让
幼儿感到新奇和兴奋。近日，淄
川区实验幼儿园组织幼儿开展
了三九天冻冰花活动。(王建华)

传染病防控知识培训 为
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近日，沂
源县悦庄镇卫生院和教体办在
悦庄中心幼儿园举行冬季学校
传染病防控培训会。（马淑英）

温暖冬日 与爱童行 近
日，沂源县企业家协会与东里镇
妇联送温暖活动组一行4人到沂
源三中，为该校15名贫困生送去
棉衣和书包。 （江秀德）

为发挥外出学习教师的引
领作用，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
日前，张店十中举行“全国中小
学班主任深圳论坛”学习交流
会，赴深圳学习的几位班主任分
别与全体教师分享了学习经历、
收获和感悟。 （侯忠良）

张店十中：

举行班主任论坛交流会

近日，张店六中举行新年
英语联欢节目演出活动颁奖仪
式。校领导为获奖同学、班级颁
奖。旨在鼓励同学们养成天天
进行英语听说训练的好习惯，
提高同学们学英语的积极性。

(黄友珍)

张店六中：

举行英语联欢节目颁奖

近日，来自“第二届全国青
少年学生网络大赛组委会”的
喜讯，沂源二中在本届比赛中
取得优异成绩，2名同学获一等
奖，21名同学获二等奖。据悉，
本次比赛旨在普及法律知识，培
育学生法治观念。 (张吉爱)

沂源二中：

法律知识网络赛获佳绩

为不断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实现学习交流信息共享，近日，
双沟中心幼儿园召开了全体教
师学习交流分享会。他们分享了
自己学习过程中的收获及所感、
所悟，尤其是对照自己的教育教
学工作进行了深刻反思。(张倩)

淄川区双沟中心幼儿园：

召开教师学习交流会

为提高教师的专业技能，
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日前，虎
山小学组织教师举行了基本功
大赛。此次比赛分为钢笔字、粉
笔字、课件制作、即兴演讲四项
内容 ,为老师们提供了展示自
我，相互切磋的平台。(崔晓娜)

临淄区虎山小学：

举行教师基本功大赛

为推进校园文明建设和文
化建设，营造文明礼仪的良好
氛围，日前，皇城二中开展“文
明礼仪进校园”系列主题教育
和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文明
礼仪意识，促进了学生参与文
明礼仪活动的积极性。 (李静)

临淄区皇城二中：

开展文明礼仪教育活动

近日，起凤镇夏庄小学开展
了“禁放烟花爆竹，我们在行动”
的主题教育活动。学校充分利用
各种渠道进行宣传；开展“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的主题队会活
动，让学生了解到燃放烟花爆竹
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周念峰）

桓台县夏庄小学：

禁放烟花爆竹，在行动

桓台县侯庄中学：

引入“万校云”系统

为加强信息化在教育过程
中的作用，实现优秀教育资源
和教学平台的高质量衔接与融
合，近日，侯庄中学引入了万校
云系统并组织了“万校云”教育
资源及应用平台技术培训及学
习活动。 （周翔雪）

“舞”启新气象 日前，沂源
县荆山路小学“甜心舞蹈队”举
行了舞蹈展演活动。活动舞出了
新时代的幸福生活，舞出了对祖
国的美好祝福。 （刘成学）

召开三防班会 为保证正
常的教学秩序，保障学生安全，
近日，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小学
开展了冬季“防寒、防冻、防滑”
三防教育主题班会。(房秀伟)

教师粉笔字比赛 为加强
教师基本功训练，提高教师自
身素质和综合业务水平。近日，
沂源县张家坡中心学校举行了
教师粉笔字比赛。 (王均升)

学会感恩 与爱同行 为
培养学生知恩、感恩、报恩的美
德，近日，沂源县南麻中心小学
开展以“学会感恩，与爱同行”为
主的题的感恩教育活动。（周群）

为继承本地非物质文化遗
产，近日，齐都镇张家庄的踩寸
子走进桓公小学。踩寸子是一
种独特的传统民间舞蹈，该校
将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进
校园，旨在传承民族传统文化，
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杨阳)

临淄区桓公小学：

非物质文化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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