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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看房团本周六就要启
程了！继本报青岛看房团发出
后，参与看房的市民对青岛的
宜居环境高度认可。本次看房
车将带领市民参观青岛西海岸
新区的万达东方影都以及崂山
区的海信依云小镇等项目。自
国务院批复山东省政府，同意
设立青岛西海岸新区后，青岛
西海岸新区成为继上海浦东新
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
区等之后的第9个国家级新区。
继“再造一个青岛港”、“再造一
个青岛经济总量”、“再造一个

青岛新主城”“三个再造”战略
之后，青岛西海岸再次掀起一
股投资风潮，此前本报发出的
看房团，已有不少市民纷纷出
手置业。本报此次又精心挑选
了崂山区性价比超高的海信地
产的代表性大盘，本周六，将带
领淄博市民前往，跨越胶州湾
跨海大桥，感受便捷交通，帮助
市民选购心仪的宜居房产。

免 费 看 房 团 报 名 电 话 ：
0533—6120599

楼盘相关链接如下：

万达青岛东方影都

万达青岛东方影都位于青岛
市西海岸经济新区，由万达投资
500亿元建设，是全球投资最大影
视产业项目，也是世界唯一具有
影视外景、影视制作、影视会展、
影视旅游综合功能的项目。

据悉，万达青岛东方影都占
地面积约376万平米，总建筑面
积约540万平米，涵括影视产业
园、影视会展中心、汽车极限秀、
万达城、滨海酒店群、游艇交易

中心、国际医院、滨海酒吧街八
个功能区。项目已于2013年9月开
工，计划2016年6月项目一期开
业，2017年6月影视产业项目全部
建成开业。

海信·依云小镇

坐落于崂山区崂山路25号 ,

崂山脚下的四姜一湾，山湖林海
等自然资源丰富，拥有1400亩天
然山林、100亩纯净湖水、距离海
边不足500米，项目价格19000-
22000元/平米，总规划建筑面积

约 6 5万平方米，产品面积 9 7 -
480m2涵盖别墅、电梯洋房、小高
层和高层等多种建筑形态，荟萃
英伦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建筑风
格，是青岛市沿海一带罕有的集
度假、居住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海
滨小镇。项目紧邻8车道崂山路，
路况较好，交通畅达，距市区仅
20分钟车程，与火车站和机场的
直线距离在20公里左右。配建9 . 9

万平的商街，2 . 5万平的商业综合
体。3所幼儿园，1所小学，1所老
年公寓等配套设施。目前158m2

景观楼王热销中,恭迎莅临品鉴。

赴赴青青岛岛免免费费看看房房车车本本周周六六再再启启程程
西海岸万达东方影城、崂山区海信依云小镇等你来参观，报名电话：0533-6120599

99处处年年产产3300万万吨吨以以下下煤煤矿矿将将关关闭闭
2015年年底前完成，将严格控制煤炭产量无序增长

本报10月22日讯(记者 樊
伟宏) 为促进全省煤炭行业平
稳运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
日印发实施意见，要求严格控
制煤炭产量无序增长。重点关
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煤矿
和年产30万吨以下的小煤矿，淄
博目前9处年产30万吨以下煤矿
将面临关闭。

实施意见要求，要加快淘
汰落后产能，加大关闭淘汰煤
矿落后产能力度。各市制定辖
区内小煤矿关闭退出规划，明
确关闭目标和责任，确保2015年
年底前淘汰30万吨以下小煤矿。

记者从市煤炭局获悉，目
前淄博年产30万吨以下的煤矿
共有9处，相关部门将会严格按

照省政府要求，于2015年年底前
予以关闭。同时按照要求，新建
煤矿必须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
序，严厉查处未批先建、批小建
大等违规行为。

各级煤炭管理部门要建立
煤矿生产能力核定机制，对因
生产条件发生变化而导致实际
生产能力发生变化的煤矿，及

时审查核定。对发生较大以上
安全事故、存在超安全保障能
力生产行为的煤矿，要重新进
行生产能力核定。2015年年底
前，对煤与瓦斯突出、开采深度
超千米矿井的生产能力进行重
新核定。凡是核定能力或生产
规模达不到30万吨/年的煤矿，
2015年年底前一律予以关闭。

本报10月22日讯 (记者 孙慧
瑶 通讯员 刘韶卿 张铁峰 )

因自己酒驾被查，喊来朋友把车开
回，不料两人同因酒后驾驶被处罚。

10月13日15时左右，博山交警
大队民警在西外环路巡逻时，发现
一辆拖拉机逆向行驶，经酒精测试，
驾驶人每百毫升血液的酒精含量为
46 . 5mg，属于酒后驾驶。民警让高某
找其他驾驶人将车辆取回。随后，高
某某被喊来驾驶该车返回，开出没
多久，巡逻交警发现他同样逆向行
驶。经检测，高某某每百毫升血液的
酒精含量为59 . 2mg，属酒后驾驶。

经民警了解，高某、高某某两人
中午在一起喝了酒，因有货着急送，
高某酒后驾车前往送货，被民警查
纠后，通知高某某帮忙将车辆取回。

目前，两机动车驾驶人分别处
以罚款一千元，暂扣驾驶证六个月。

酒后开车逆行

两驾驶人被查处

“每天花几分钟看看有没有新
的涉税公告和政策解读。”桓台鲲鹏
商贸公司的小李，上班第一件事情
就是看看桓台国税微博和手机的微
信公众平台有没有更新。

桓台县国税局结合新媒体平
台，充分发挥信息化优势，通过开通
税务微信、微博、税企qq群等方式，
使纳税人办税更便捷。

在建立微信平台方便纳税人办
税的同时，该局在新浪、腾讯门户网
站同步开通“桓台国税”官方微博，
在网络云端将最新政策动态和涉税
信息发布给公众。“今后，我们将探
索多元化办税方式。”桓台县国税局
党组书记、局长辛承利表示。

(王子俊 李娜)

桓台国税局

“微服务”已云覆盖男男子子抢抢劫劫逃逃到到坟坟地地旁旁住住四四年年
┮常吃坟地贡品，偷手机听歌解闷，四年没洗过澡

┮被抓后感谢民警，称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本报10月22日讯(记者 李
超 通讯员 李淼 方荣基)

男子抢劫后为躲避公安机关的
侦查，竟然躲在一个周边是坟地
的山洞里，而且一躲就是四年。

10月15日凌晨1时许，博山公
安分局西冶街派出所民警巡逻
至李家窑附近一工地时，有群众
报警称在工地上发现一名可疑
人员，民警当场抓获正在行窃的
嫌疑人牛某。

因为牛某身上无任何证明
其身份的证件，民警进一步核实
发现牛某是一名在逃四年之久
的网上逃犯。在询问过程中，牛
某交代其四年前在外地市实施
了一起入室抢劫行为，其实施完
抢劫后知道公安机关肯定会查
到他，处理他。又因牛某在1999年
因故意伤害入过狱，为了免受牢
狱之苦，牛某开始了逃亡生涯。

据了解，之前牛某在博山打
过工，对博山比较熟悉，就选择
逃亡到博山。在博山，为了防止
别人发现行踪，牛某住到了一处
荒山上的坟地附近的一个石洞
里，牛某在此一住就是四年。

民警发现牛某居住的石洞
在博山西面的一处深山之中，石
洞离最近的高速路大约5公里，
石洞周围全是坟地，石洞也仅能
蜷缩一个人，洞外有大约200多

个空矿泉水瓶和酒瓶，据牛某交
代是自己四年来喝水丢弃的，山
上有蛇和许多虫类，尤其是夜
间、雨雪天气，牛某过着非人的
生活，四年来没有洗过澡。

开始时，牛某以吃别人上坟
时留下的供品为生，后来牛某就
想到了盗窃，开始专门到建筑工

地盗窃民工的财物。牛某称其主
要盗窃现金及手机，盗窃手机为
了解闷。牛某称其在坟地上太孤
单，偷了手机后把手机卡拿出来
扔掉，然后用手机看电子书、听
音乐。

民警抓获牛某后，牛某对民
警表示感谢，称其逃亡四年多以

来，过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
生活，其想过投案自首，但始终
没有鼓足勇气。现在民警将其抓
获，他再也不用过风餐露宿、担
惊受怕、住坟地、吃供品的非人
生活了。牛某现在希望公安机关
尽快核实其犯罪行为，尽早处
理，尽早开始新的生活。

本报10月22日讯 (记者 樊伟
宏) 近日，山东省残疾人“整体赶
平均、共同奔小康”行动方案出炉，
要求到2017年，全省残疾人享有更
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记者从淄博市残联获悉，目前
全市注册在内的残疾人有82000人
左右。市残联康复科工作人员表
示，目前淄博暂无针对残疾人的康
复服务机构，但建设此机构已经排
上了日程，目前正在选址之中。

此外，淄博市各级各部门把残
疾人奔小康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落实
好各项残疾人优惠政策。

淄博将建残疾人

专业康复机构

四年牛某深山中居住的石洞。 本报通讯员 李淼 摄

淄淄博博督督察察331166户户重重点点能能耗耗企企业业
将成立督察组，到2015年氮氧化物每年排放降低6%

本报10月22日讯(记者 臧
振 通讯员 窦承运 宋苏杭)

10月21日，市政府召开全市重
点能耗排放企业节能减排督察
动员会，部署全市316户重点能
耗排放企业节能减排专项督察
工作。此次督察的目标是到2015

年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排放量每年分别降低3 . 6%、6%

以上。
市委常委、副市长庄鸣指

出，当前雾霾天气频发，对群众
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为
突出治理重点，市政府在全市排
出了316户重点能耗排放企业作
为重点治理对象，力争重点企业
2014、2015两年累计实现节能量
210万吨标准煤以上；主要污染

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每
年分别降低3 .6%、6%以上。

市政府决定从10月23日到11

月2日对全市316户重点能耗排
放企业开展节能督察，从环保、
煤炭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督察
组，分赴各区县开展督察工作。

本次督察对象为各区县人
民政府，高新区、文昌湖区管委

会、各区县所属重点能耗排放企
业，重点督察316户重点能耗排
放企业落实环境保护综合治理
任务、“一企一策”节能减排推进
方案及煤炭清洁利用情况，检查
316户重点能耗排放企业今年节
能减排目标、措施分解落实及工
作进展情况，确保完成全年节能
减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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