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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保护区：以外围井为边界，向东、向西313米、向南1000米、向北100米。

一级保护区：半径30米的圆形区域。

一级保护区：半径30米的圆形区域。

一级保护区：以外围井为边界，向东、向西107米、向南100米、向北1000米范围内。

一级保护区：半径50米区域。二级保护区：向东至螳螂河、向西1000米、向南300米、向北
1000米范围内。准保护区：上游整个螳螂河流域。

一级保护区：以开采井为圆心，半径30米的圆形区域。

一级保护区：半径50米的区域。二级保护区：以外围井为边界，向东至螳螂河、向西1000

米、向南至沂河、向北1000米。准保护区：水源地上游沂河流域。

一级保护区：水库百年一遇设计洪水水位线(236 . 71米)向外径向距离100米范围内，饮用
水引水渠纵深10米范围内。二级保护区：东至洪峨公路及淄河西皮峪村至东太河村段东
岸纵深500米，西至辛大铁路，南至源泉淄河桥，北至太河水库大坝。准保护区：水库上游
淄博市境内整个流域。

一级保护区：水库内坝顶16 . 5米以下，引黄输水明渠管理范围纵深15米内。

一级保护区：水库内坝顶21米以下，引黄输水明渠管理范围纵深15米内。

天津湾保护区

神头保护区

桓台城区保护区

芝芳保护区

鱼台保护区

城西保护区

北刘庄保护区

太河水库

大芦湖水库

新城水库

杨古保护区

宝山保护区

南闫保护区

永流保护区

齐陵保护区

北下册保护区

口头保护区

磁村岭子保护区

源泉保护区

19处饮用水水源地分布

一级保护区：以外围井为边界，向东、向西152米、向南1000米、向北100米。准保护区：东至
禹王山断裂，西至淄博市界，南至范阳河、青阳河分水岭，北至奥陶系灰岩顶板200米内。

一级保护区：以外围井为边界，向东110米、向西、向南至淄博市界、向北100米范围内。准
保护区：东至禹王山断裂，西至市界，南至范阳河、青阳河分水岭，北至奥陶系灰岩200米。

一级保护区：半径110米的圆形区域。

一级保护区：半径30米的圆形区域。二级保护区：半径200米的圆形区域。

一级保护区：半径50米的圆形区域。准保护区：东至益都断层和高家孝陵断层，西至淄河
断裂带，南至淄博市界，北至刘营、孙家徐姚、安乐店断层范围内。

一级保护区：以外围井为边界，向东、向西 1 7 6米、向南至太河水库大坝、向北 1 0 0米
范围内。

一级保护区：以开采井为圆心，半径30米的圆形区域。

一级保护区：以外围井为边界，向东、向西221米、向南1000米、向北100米范围内。准保护
区：东至禹王山断裂，西至淄博市界，南至范阳河、青阳河分水岭，北至奥陶系灰岩顶板200米。

一级保护区：以外围井为边界，向东918米、向西至淄河、向南1000米、向北100米。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李
超) 14日，记者从博山区纪委获
悉，博山区中医院原麻醉科主任
孙大鹏因贪污受贿被开除党籍。

经查，2008年至2013年1月
期间，孙大鹏利用职务之便，非

法收受请托人财物合计13 . 4万
元，其中，现金13 . 1万元、购物卡
3000元，为请托人在医疗器械
采购等方面谋利。2014年6月3

日，博山区人民法院以受贿罪
判处孙大鹏有期徒刑10年。

博山区纪委认为，孙大鹏
身为中共党员，利用职务之便
收受贿赂，构成贪污贿赂错误。
经研究，决定给予孙大鹏开除
党籍处分。

记者在中国判决文书网上

看到，博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孙大鹏从2008年10月至2013年1

月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分5次
收取他人贿赂，共计134870元。
孙大鹏于去年2月12日被刑事
拘留，同年2月27日被批捕。

淄淄博博划划定定1199处处饮饮用用水水水水源源地地
取水口全时段视频监控，30个监测点每月不间断监测水质

本报1月1 4日讯 (记者
刘晓 ) 14日，记者从市环

保局获悉，去年淄博共划定19

处饮用水水源地及大武地下
水富集区的保护区，目前已
设置30处监测点，对水源地采
取区域化、网格化管理，确保
饮水安全。

据了解，这19处水源地，
既有现在使用的，比如太河
水库，也有备用水源地。淄博
对区域内水源地设立标志，
实行分类保护。实施企业管
网出地工程，对保护范围内
的企业实行管网上地、地面
硬化、雨污分流、事故池建设
等综合治理，8893米的管网
实现地上管理，新建应急池
123个，容量11750立方，围堰
9160立方。

去年，淄博完成了饮
用水源地补给区污染状况
调查和化工企业聚集区地
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
共完成布点监测30处。

据介绍，30个监测点建
成后，将有利于对饮用水
水源地取水口及重要供水
工程设施实行2 4小时自动
视频监控，还有利于加大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监测
频次。淄博还按照相关要
求，开展水质月度例行监
测，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
分析监测。

在监测点的设置上，
也有具体的要求，例如河
流：在水厂取水口上游1 0 0

米附近处设置监测断面；
水厂在同一河流有多个取
水口，可在最上游1 0 0米处
设置监测断面。湖泊和水
库原则上按常规监测点位
采样，在每个水源地取水
口周边1 0 0米处设置1个监
测点位进行采样。地下水：
具备采样条件的，在抽水
井采样。如不具备采样条
件，在自来水厂的汇水区
(加氯前 )采样。河流及湖、
库采样深度：水面下0 . 5米
处。据介绍，这样可最大限
度保证监测数据的真实有
效。

近年来，淄博共拒批
高耗能、高排放的水污染
项目20余个，查处各类水环
境违法行为1 0 0余起，对4 0

多名环境违法分子进行了
行政或刑事处罚。

淄博积极构建污染点源排水安全防控体系，对重点企业、
污水处理厂、河流断面实施24小时在线监测和每天人工监测，
严格执行“超标即应急”工作机制和“快速溯源法”工作流程。

据了解，去年淄博突出抓好流域内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
点企业的水污染防治，严格标准，取消了行业、区域排放特权。重
点实施了博汇集团、东岳集团等315家企业424项污水深度治理再
提高工程，关停淘汰了一批高污染的企业，全市工业废水量和
COD、氨氮排放总量较2007年分别下降了17%、47%和65%。加强污
染企业应急能力建设，77家企业完成了缓冲应急池建设。

淄博去年突出抓好污水处理厂
的新、改、扩建，小清河流域近两年
新增污水处理能力11万吨/日，流域
内共建成投用城镇污水处理厂19

座，总处理能力达到94 . 8万吨/日。
加快建设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体系，
目前共建成农村污水处理设施19

处。不断完善配套管网，新增配套污
水管网450多公里,污水集中处理率
超过96 . 2%。加大中水的资源化利用
水平，目前流域内企业中水回用量
达到2 . 1万吨/日，景观回用水达到
7 . 5万吨/日。

重点对孝妇河、淄河、东猪龙河
等河流进行了集中治理，治理河道
220公里，封堵流域内直排口200余
个。在城镇污水处理厂下游配套建
设人工湿地，先后围绕流域内9座城
市污水处理厂配套建设湿地5700余
亩。扎实推进农村小河流生态湿地
建设，共建成乌河运粮河、罗村暖水
河、西五路跨线桥等11处生态湿地
1500余亩。建成太公湖、红莲湖等一
批城市水景公园，初步实现了水清、
河畅、岸绿、景美的生态建设目标。

本报记者 刘晓

治理220公里河道

封堵200多个直排口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李超
通讯员 苏兵 韩文彬) 14日，记
者从博山区相关部门了解到，2014

年博山区共为全区千余名农民工讨
回欠薪近千万元，解决拖欠职工工
资、欠职工医药费以及职工垫付养
老金等各类款项共计120余万元。

去年，博山区制定出台《淄博市
博山区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
项检查工作方案》，以“业主负责、属
地管理、行业主管、部门联动”为原
则，层层落实责任，进一步完善健全
清欠机制；有5家企业列入2014年度
博山区重点监控企业。同时，通过加
强项目资金监管、落实工程建设信
用评价体系、健全农民工用工体系、
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落实清欠工
作责任制等有效举措，积极推进清
欠工作落到实处。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唐菁)

目前，淄博五区三县的8所中职学校
中已有4所列入国家级中等职业教育
改革发展示范学校项目学校，3所列入
省级规范化中职学校项目学校建设，
而2015年，淄博的每个区县至少建成
1所省级规范化中等职业学校。

今年，淄博还要建成4所国家级
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2

所国家级高等职业教育示范院校、7

所在国内有影响、具备相当规模的
专业特色学校，建成25个具有教育、
培训、职业技能鉴定、生产和技术服
务功能的开放式专业实训中心和30

个特色品牌职业教育专业，中等职
业教育在校生规模与普通高中在校
生规模基本相当，中等职业教育在
校生规模与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规
模基本协调，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基本框架。

博山为千名农民工

讨薪近千万元

各区县至少建1所

省级规范中职学校

博博山山区区中中医医院院原原麻麻醉醉科科主主任任
孙孙大大鹏鹏受受贿贿1133 .. 44万万被被判判1100年年

相关链接

污水处理厂24小时在线监测

卡卡里里钱钱没没花花完完 净净水水机机撤撤走走了了
谁撤的无人知，代理商称正协商重设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刘
晓) 充值卡里的钱还没花完，
安装在小区附近的净水机却不
见了。这让淄博高新区化北路
俪园小区的不少居民烦恼不
已。

14日，记者来到俪园小区
门口，看到有不少居民正在议
论净水机的事。“前几天净水机
还在，12日的时候就不见了，只
剩下一根水管。办卡的居民至
少也得有数十户。”该小区居民
罗先生说。

据了解，2012年，政通超市
在此设立后，就设立了这台净
水机。该净水机位于政通超市
门口，水也是从政通超市接出
来。因为比其他净水机每桶要
便宜5角钱，所以很多市民都办
了这一个净水机的充值卡，面
额基本在100元至200元之间。充

值卡上面写着“天天一泉”字
样，只留有一个北京地区的电
话和传真。目前，只有一根用保
温棉包着的一米左右的塑料水
管露在外面，水管口还有割痕。

“前段时间刚充了2 0 0元
钱，结果前几天就拆了，到现在
也不知怎么回事，好像和政通
超市关门有关。”附近一店铺老
板周先生说。

为何净水机会突然被拆
走？据该小区物业介绍，这个净
水机当时是由政通超市引进来
的，具体为什么被拆，他们也不
清楚。

随后，记者根据市民提供
的一个办卡的电话联系到了一
名代理商，其介绍，由于政通超
市关闭，该超市已被喜客佳超
市买断，目前正在和喜客佳超
市商谈，之后将给市民答复。

“请该小区居民一定保存
好充值卡，合作一旦谈好之后，
我们将在该区域重新设立净水

机；即使谈不好，我们也将根据
充值卡情况将钱退给市民。”该
代理商说。

14日，淄博高新区俪园小区附近的净水机已被拆，只剩下一
根保温棉包着的水管。 本报记者 刘晓 摄

▲技校生正在实习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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