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4月9日讯(记者 罗静)
9日，淄博市政府官网发布了

《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淄博
市2018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
计划的通知》。根据通知，在2018
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中，保
障性安居工程用地约172公顷，
占住宅用地四成多。

据悉，2018年淄博市国有建
设用地计划供应总量1564 . 7865
公顷。其中，商服用地123 . 9127
公顷；工矿仓储用地330 . 1070公
顷；住宅用地391 . 9637公顷，其
中 ：保 障 性 安 居 工 程 用 地
172 . 2217公顷(棚户区改造用地
168 . 17公顷，限价商品房4 . 0517

公顷)，商品住房用地219 . 7420
公顷(中小套型商品住房用地
170 . 9404公顷)；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165 . 1641公顷；交通
运输用地531 . 9352公顷；水域及
水利设施用地14 . 0730公顷；特
殊用地7 . 6308公顷。

通知要求，按照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确定的用地规模、区
位和标准，核减超标准用地，合
理安排建设用地布局，提高节
约集约用地水平。一般中小项
目尽量使用存量建设用地，不
占或少占新增用地指标。

同时，要优化土地供应结
构，保证重大基础设施和以改

善民生为重点的公共服务、环
境建设的土地供应。合理安排
住宅用地供应规模。加快棚户
区改造和保障性住房建设、加
快城市老旧居住区整治，确保
保障性住房用地、棚户区改造
住房用地、中小套型普通商品
住房用地“三类用地”达到住房
用地供应总量的70%以上，积
极化解房地产库存，严格限制
高档住宅商品房项目建设用地
供应，禁止别墅类建设用地供
应。工业用地项目提倡和推广
多层标准厂房建设，新建工业
项目平均容积率一般不低于
1 . 0，建筑系数一般不低于40%。

淄博公布2018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将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

保保障障性性安安居居工工程程占占住住宅宅用用地地四四成成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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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9日讯 (记者 胡
泉 通讯员 胡云雷) 9日，
记者从淄博市公安局召开的新
闻通气会上获悉，为切实维护
民警执法权益，淄博市公安局
将出台《全市公安机关维护民
警正当执法权益抚慰工作暂行
办法》。

暴力袭警、妨碍民警执行
公务的违法犯罪行为，不仅直
接影响民警正常执法，而且严

重挑战法律权威、扰乱社会秩
序、损害社会公平正义、影响社
会和谐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
益。据了解，2017年，淄博市共
发生侵害民警正当执法权益案
件79起，公安机关依法打击处
理侵害民警正当执法权益违法
犯罪嫌疑人86人，其中刑事拘
留12人，行政处罚34人，批评教
育40人。

淄博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宇

海表示，为严厉打击侵害民警
执法权益行为，公安机关将第
一时间调查取证，一经查实将
依法顶格打击处理。同时，近期
市公安局将出台《全市公安机
关维护民警正当执法权益抚慰
工作暂行办法》，建立维权抚慰
基金，聘请律师提供法律支持，
为被侵害民警依法追偿人身伤
害损失和财产损失，切实维护
民警正当执法权益。

去年12人因侵害民警正当执法权益被刑事拘留

民民警警维维权权将将有有律律师师提提供供法法律律支支持持

本报4月9日讯(记者 胡
泉) 淄博市交通运输执法监
察工作会议在市交通运输局召
开。会上安排部署了今年交通
运输监察工作重点及任务。记
者从会上获悉，淄博市交通运
输局将加快推进非现场执法系
统建设，建立以日常监管为核
心的执法监管机制。

会议确定了今年全市交通
运输监察工作的总体要求，以
综合执法改革为生命线，以加
强路检路查为主责主业，以规

范执法为抓手，以全面从严治
党为根本保证，全面提升交通
运输行政执法水平，为全市交
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
支撑和坚实保障。

同时会议强调，要积极稳
妥推进综合执法改革工作，将
加快推进非现场执法系统建
设，围绕维护道路运输秩序，建
立以日常监管为核心的执法监
管机制。推动由管理型执法向
服务型执法转变，进一步提升
信息化水平。

淄博市交通运输执法监察工作会议召开

将将加加快快建建设设非非现现场场执执法法系系统统

本报讯 开展安全生产
“两个体系”建设活动以来，山
东奥德美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吃准吃透活动精神，不断增强
抓好安全生产的紧迫感和责任
意识，全力提升企业安全生产
管理水平。

该公司首先成立了“两个
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做到领导
亲自抓、靠上抓；公司聘请第三
方服务机构根据《山东省“两个
体系”实施指南》，并结合实际，

制定了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全员动员，要求每
名员工细致排查各自岗位风险
点并制定符合实际的管控措
施，全厂共排查出三级风险点2
个，四级风险点50个，制定管控
措施200余条；公司还制定了专
门的“两个体系”考核奖惩制度
和定期培训制度，做到常态化
运行，真正将“两个体系”作为
安全生产的抓手，实现隐患排
查治理系统化、规范化。

山东奥德美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全全员员为为安安全全生生产产““排排雷雷””

清明节前夕，傅家镇中心小
学的同学们到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黑铁山抗日武装纪念馆”，祭
扫革命先烈，追忆黑铁山起义的
峥嵘历史。旨在让同学们牢固树
立心向党跟党走，爱祖国，爱家
乡的正确意识。 （徐家鹏）

张店区傅家镇中心小学：

举行清明祭英烈活动

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加强
爱国主义教育，清明节期间，马尚
一中组织全体师生开展了系列
主题教育活动。召开“弘扬传统文
化，缅怀革命先烈”的主题班会，
让学生了解清明的文化习俗，培
养学生的爱国情怀。（房文宇）

张店区马尚一中：

开展清明节主题教育

清明节前夕，高青县实验小
学召开了2018春季运动会。本次
运动会是对该校体育工作的大
检阅，也是师生、家长展示风采、
促进交流的舞台，对加强校园精
神文明建设，提升校园文化品质
具有重要意义。(李怀艳 贾平)

高青县实验小学：

举办2018春季运动会

清明节前夕，为缅怀革命先
烈的丰功伟绩，起凤镇华沟小学
少先队组织四年级的全体队员，
前往桓台县革命烈士陵园举行
了隆重的扫墓仪式。在庄严肃穆
的氛围中，队员们接受了生动的
爱国主义教育。 (刘晓东)

桓台县华沟小学：

开展清明祭扫活动

为加快学校教育现代化进
程，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帮助
教师掌握微课制作的理念、制作
技术和流程，近日，张店十中举
行微课制作展示观摩活动。全体
教师分别欣赏观摩了各教研组
选送的优秀微课作品。(侯忠良)

张店十中：

举行微课制作展示活动

近日，朱台镇中心小学举行
了防暴安全演练活动。通过实景
模拟演练，提升安保人员应对各
种袭击的技能，增强应急反应处
置能力。据悉，该校坚持“安全第
一”的工作原则，积极开展了各
项安全教育活动。 (郭庆)

临淄区朱台中心小学：

举行防暴演练活动

为加强对少先队员的传统
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日
前，高新区第四小学以“缅怀英
烈，知晓习俗”为主题开展了清
明节系列活动。包括“清明节 我
们的习俗”主题队会、去黑铁山
烈士陵园扫墓等。 (刘歌)

淄博高新区第四小学：

开展清明节系列活动

清明节前夕，木李镇新徐
小学开展了“网上祭英烈，共铸
中华魂”为主题的网上祭奠活
动。据悉，该校微机室对学生开
放，鼓励学生继续学习先烈事
迹，追寻革命先烈足迹，为革命
先烈献花、点烛、留言。 (孙军)

高青县新徐小学：

清明节网上祭英烈

清明节前夕，张店九中部分
学生自发走进山东理工大学校
园，到冯思广烈士塑像前敬献鲜
花，用实际行动缅怀英烈。同学
们认真阅读塑像底座上的铭文，
聆听老师讲述英雄故事，接受了
英雄精神的洗礼。 (商明珠)

张店九中：

学生给革命烈士献花

为创建平安校园，预防校园
踩踏事故的发生。近期，皇城二
中开展了防踩踏应急疏散演练
活动。活动提高了师生应对和处
置突发安全事件的能力,进一步
增强了全体师生的安全意识和
自护自救的能力。 (李国美)

临淄区皇城二中：

开展防踩踏安全演练

弘扬传统文化 清明节前
夕，沂源县荆山路小学各班召开
了以“文明祭扫 平安清明”主
题班会，讲解革命先烈的英雄事
迹，了解清明节扫墓习俗。(孙静)

爱绿护绿活动 为从小培
养孩子爱护森林，保护环境的
意识，日前，沂源县悦庄镇中心
幼儿园开展了“爱绿护绿，从我
做起”主题活动。 (任东娟)

“清明祭英烈”活动 清明
节前夕，张店区特殊教育中心学
校少先队大队部深挖节日文化
内涵，在全校发起了“清明祭英
烈”主题活动。 (翟英明 赵娣)

清明节教育活动 为缅怀
先烈，弘扬传统文化，促进校园
文化建设，清明节前夕，沂源县
鲁村镇中心小学开展了清明节
主题教育系列活动。 (穆乃刚)

党史国史进课堂 清明节
前夕，为缅怀革命先烈，弘扬革
命精神，沂源三中邀请镇老干部
江东平老人到校开展“党史国
史”宣讲活动。 （江秀德）

户外踏青活动 日前，沂源
县张家坡镇中心幼儿园开展了

“寻找春天的足迹”主题实践活
动。让孩子们走出校园，感受人与
自然的和谐。(李清娥 杨玉玲)

多种活动迎清明 清明节
前夕，沂源县鲁村镇徐家庄中心
学校组织开展了多种活动迎接
清明节。向全校师生发出“文明祭
扫，传承文化”的倡议。(李家庆)

传统教育活动 为大力弘
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
神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日前，
沂河源学校开展了“我们的节
日·清明节”传统教育活动。(陈曼)

传承红色基因 近日，周
村一中邀请抗美援朝老战士孙
广瑞给同学们讲抗美援朝的故
事，引导师生学习先烈精神，争
做文明师生。 （于孔民）

清明节教育活动 为了弘
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缅怀革
命先烈，沂源县历山街道鲁山
路小学开展“我们的节日———
清明”主题活动。(王晗 高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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