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地编号： 2018-10 宗地面积： 60000平方米 宗地坐落：
山东星瀚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北

侧、东环路西侧

出让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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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建筑层数为低、多层 估价报告备案号 3715418BA0194

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保证金： 1230万元 出让起始价 1230万元

场地平整：通路、通电、通讯、排

水、供水
加价幅度 4 . 0万元 备注：

宗地编号： 2018-23 宗地面积： 13494平方米 宗地坐落： 前十里铺村土地北侧、东环路东侧

出让年限： 50年 容积率： 大于或等于0.1并且小于或等于0.6 建筑密度(%)：大于或等于10%并且小于或等于20%

绿化率(%)： 大于或等于20% 建筑限高(米)： 估价报告备案号 3715418BA0195

土地用途：

规划用地性质为道

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土地用途为交通服

务场站用地

保证金： 255万元 出让起始价 255万元

场地平整：通路、通电、通讯、排

水、供水
加价幅度 1 . 0万元 备注：

宗地编号： 2018-24 宗地面积： 24763 . 9平方米 宗地坐落： 白杨路南侧、三里街北侧

出让年限：
住宅用地70年、商服

用地40年
容积率： 大于或等于1.6并且小于或等于2.0 建筑密度(%)：大于或等于20%并且小于或等于35%

绿化率(%)： 大于或等于35% 建筑限高(米)： 规划建筑层数为低、高层
估价报告备案

号
3715418BA0196

土地用途：住宅用地、商服用地 保证金： 5125万元 出让起始价 5125万元

场地平整：通路、通电、通讯、排

水、供水
加价幅度 50 . 00万元 备注：

住宅用地占总用地面积85%，商服

用地占总用地面积的15%。

冠县国土资源局、冠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公开出让公告

(冠国土告字[2018]0009号20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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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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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至2018年9月6日到聊

城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冠 县 分 中 心 ( h t t p : / /

www.gxggzyjyxx.cn)土地交易入口获取公开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8年8月6日至2018年9月6日到聊城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东昌府区昌润路153号市政务中心

三楼CA办理窗口)办理CA数字证书。交纳投标、竞买

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9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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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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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活动定于2018年8月

27日10时00分在聊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冠县分中心

(http://www.gxggzyjyxx.cn)进行。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报名时间自2018年8月6日8时00分开始至2018年9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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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10时00分开始，截止

时间：2018-10号地块：2018年9月7日10时00分；2018-23

号地块：2018年9月7日10时05分；2018-24号地块：2018年

9月7日10时10分。

网上交易期间竞买人在聊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冠县

分中心(http://www.gxggzyjyxx.cn)土地交易入口进行竞价。

(三)竞买保证金通过网上交易系统于网上交易活动交

易截止前一个工作日,即2018年9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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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开出让的详细资料和竞买要求请登陆聊城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冠 县 分 中 心 ( h t t p : / /

www.gxggzyjyxx.cn)。

2、本次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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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冠县分中心 h t t p : / /

www.gxggzyjyxx.cn)。

(五)现场踏勘时间及集合地点：

现场踏勘时间定于2018年8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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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5-7022051、7125618

冠县国土资源局

冠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热热心心大大叔叔为为居居民民义义务务放放电电影影88年年
每周五晚在小区开演，就想给邻里街坊解闷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王成

周五晚上7点半，聊城武楼小区7号楼西南侧空地前陆续聚集起人群。人群前，谢春来正轻车熟路地将挂在自家储藏室门口上方的幕
布拉下来，将屋内的投影仪搬出来；接通电源，放入碟片，一场众人期待的露天电影便在小区内开演了。

8年来为小区

居民义务放电影

今年57岁的谢春来是武楼
小区的一名居民，从8年前开
始，谢春来就在小区里义务为
居民们放电影。“这里有这么多
上年纪的在前边玩，把电视搬
出来看看吧。”谢春来说，武楼
小区是回迁小区，小区里老人
比较多。夏天晚上时，很多老人
会在小区广场上聊天，除此之
外再无其他娱乐活动。一开始，
谢春来把自家21寸的电视机搬
到楼前为居民们播放电视剧、
新闻节目。后来谢春来的儿子
见来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多，便
花4000多元为谢春来买来了投
影仪、幕布。“一开始我也不懂，
孩子教给我。”谢春来跟儿子学
习了两个晚上，弄懂了用影碟
时怎么放电影，插卡时怎么放
电影，便迫不及待开始实践放
电影了，“春来还去大喇叭上喊
了，让大家都过来看电影。”一
位同住武楼小区的居民回忆
说。

一开始，谢春来没想到要
定时间，结果放了几场后，有人
就给谢春来反映了，说要不然
规定个点吧，有人不知道放映
时间来了看不到电影。于是谢
春来和大家约定，只要天气好
每周五晚上晚饭后放电影，每

周五晚从7点多到9点，每年从
一开春天气回暖到10月后天气
渐冷，每年坚持6个多月，不知
不觉中周五电影之约已持续了
8年。

自淘老电影影碟

还发动孩子网购

“上年纪的都喜欢在这里
看电影，有五六十岁的，最大有
九十五岁的。”谢春来说，来看
电影的大多是老年人，都喜欢
看一些老电影。从开始放电影
起，谢春来就留意购买市面上
老电影的影碟，《红灯记》、《沙
家浜》、《英雄儿女》……如今，
谢春来已收集老电影光碟300
多张。“现在都看手机电脑，影
碟不好找了。”谢春来时常利用
空闲时间，翻遍市场寻找老电
影的影碟，市场上不好买他就
发动自己的孩子替他网购碟
片。“我40多年前看过这个，没
想到今天还能再看到。”在看到
电影《战斗里成长》时，同住武
楼小区的刁大爷惊喜地说。

“周五晚上，我没来的时
候，这个地方已经坐满人了。”
有时候谢春来加班回来晚了，
他会先把机器搬出来放映上电
影，自己再上楼吃饭；有时候该
是带孙子的时间，到约定放电
影时间，谢春来便把孙子交给
妻子。“心里很亮堂、很喜欢就

行了呗。”谢春来说，周五放电
影是必须的，因为这是和大家
约定好的，看见大家喜欢他放
的电影，他心里也很高兴。“春
来，我给你凑点电字吧。”“喝水
吧，我给你提水去。”时常有看
电影的观众给谢春来说。

除了在小区里放电影，谢
春来还把播放设备搬上电三
轮、电动汽车，接上逆变器，利
用周六周日不定期在周边其他
社区、广场播放。

遇邻里街坊维修

他也常常帮把手

“你问问吧，没有什么事是
春来不行的。”谢春来的邻居说，
平时大家修修补补也喜欢找他。
走进谢春来存放电影播放设备
的储藏室，里边有一些装满螺丝
钉子的盒子，墙上还挂着各种工
具。谢春来说，他平时喜欢摆弄
机械有一些设备，遇到邻里街坊

维修的小事会帮忙看看，为方便
邻居借设备，自家储藏室的门时
常不上锁。“我给他除除锈倒点
油，锁就开了。”谢春来说，前段
时间邻居家锁打不开，本想借电
钻把锁拆除，他跟去后“保”下了
锁，打开了门，说起这些，谢春来
高兴得像个孩子。

“只要是居民开心，愣高兴
地，咱就放。”谢春来说自己放
电影不图什么，就想给大家解
闷，电影他会继续放下去。

大图：57岁的谢春来坚持为小区居民义务放电影。
小图：来看电影的大多是老年人，都喜欢看一些老电影。

本报聊城8月5日讯(记者 李怀
磊 通讯员 常新明) 武某在东昌
府区涉嫌盗窃潜逃了4年，做梦也没
想到会被交警缉拿归案。8月3日清
晨，茌平交警在G309温陈治超站门
前设立执勤点，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
时，其想蒙混过关不成被现场识破。

民警介绍，当时武某驾驶一辆车
牌号为鲁PXXX53的白色越野车自
西向东行驶，将驶至执勤点时突然停
车然后加速向右拐。这一反常行为引
起民警注意，执勤民警立即通知前方
巡逻警车到现场进行查缉。这时驾驶
人又掉头驶向执勤地点，民警遂上前
查缉。当民警要求该驾驶人出示驾驶
证、行驶证时，该驾驶人声称“忘记带

了”。当民警询问其姓名时，他很不自
然地搪塞道姓“李”。民警遂通过警务
移动终端对其进行人像扫描，显示该
驾驶人无驾驶证，系网上在逃人员。
执勤民警将该驾驶人移交到茌平县
公安局温陈派出所。

现已查明，驾驶人武某，现年31岁，
因在东昌府区涉嫌实施盗窃，于2014年
10月15日被网上追逃。当日他发现有执
勤交警时因心虚慌不择路，驾车右拐后
才发现是一处紧闭大门的物流公司，就
想返回逆行逃脱，没想到巡逻警车赶
到。当民警对其进行询问时，他还妄想
蒙混过关，没想到终被识破。

目前，武某已被移交到东昌府区
刑警三中队。

逃逃犯犯遇遇交交警警查查车车企企图图加加速速逃逃跑跑
最终被拦下，被送往刑警队

近日，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
学院于聊城市人民公园举办了“携关
注热点政策，推进现代发展”活动。志
愿者通过展板向居民讲解了“群众办
事百项堵点疏解行动”、“旅游失信惩
戒”、“低碳出行”等热点政策，并向市
民推荐了手机新闻软件，鼓励市民利
用闲暇时间了解国家的热点政策，培
养关心国家大事的社会意识。此次活
动的举办，有利于促进市民对热点政
策的了解，方便热点政策的推行和实

施，夯实群众基础，提高人们对国家
政策的关心，增强家国意识。 (李军)

关注政策

近日，聊城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
赴泰安市东平县新湖镇中心幼儿园
开展了“手绘团扇护我家园”活动，在
志愿者的帮助下，孩子们充分发挥想
象力与创造力在团扇上画出心中的
绿色家园，并进行涂色，使环保理念
深入人心，进一步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

(薄晓蒙 张秀丽)

手绘团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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