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两天天近近两两万万名名考考生生在在淄淄参参加加艺艺考考
来淄招生学校较去年减少9所，今年艺考更不易考，但考生热情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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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70302200285GB00002

[淄川区2017(增量)—

001]号

淄川区太河镇前怀村、

淄河村
9500 . 00

其他商服

用地
不大于0 . 3

供地后

一年内

开工后

三年内
40年 418 84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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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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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302200285GB00002[淄川区2017(增量)-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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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2月7日

宗地的基本情况和土地出让条件

其他说明的事项及瑕疵：1、竞得人须严格遵循《淄博市太河水库饮用水源地保护管理条例》等水源地保护管理规定及水利主管部门的要求，该项项目所有建设工程须退让出一级保

护区，并与一级保护区界线保持足够安全距离。项目建设不得从事《淄博市太河水库饮用水源地保护管理条例》第十六六、十七、十八条规定的禁止性行为。2、竞得人须严格按照规

划部门、环保部门的要求开发建设，该项目禁设排污口，生产污水必须经过中水处理，实现污水零排放；地块内不得建建设餐饮类项目。

6日，是我省2017年普通高校
招生艺术类专业校考第二天，齐
鲁晚报记者从淄博市招办了解
到，今年来淄招生的学校比去年
少了9所，从开考前两天情况来
看，共有19833名考生在淄博参加
考试，专家预计今年艺考竞争更
加激烈。

本报记者 樊舒瑜
实习生 胡明

14天辗转4个城市

考18所学校

6日10时，齐鲁晚报记者在
位于淄博十七中的广电编、舞
蹈、音乐类考场外看到，来自全
省各地的考生和带队老师在排
队等候。大部分考生都自备了
演出服、画着淡妆，进行了精心
准备。

“昨天晚上刚从济南赶过来
的，今天上午七点多就过来排
队，下午还要马上再赶回济南，
这几天已经做好准备打一场‘硬
仗’。”说起接下来的艺考行程，
考生小杜扳着手指头算了算，14
天的时间要去4个地方考18所学
校。毕竟多考一个学校就多一次
上大学的机会。”

“今天是艺考的第二天，在
我们这个考区，一共有三所学
校，今天的考生有3200多人，为
了保证考试有一个好的秩序，我
们的安保力量投入的比较多，从
前两天的情况来看，学生入场都
非常顺利。”淄博十七中的相关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据了解，2017年来淄招生
学校数量为67所，相比去年的

76所少了9所。考试专业涉及美
术、空乘、编导等10个类别，淄
博市共设有山东理工大学(美
术、空乘、书法类)、淄博第十七
中学(广电编、舞蹈、音乐类)和
淄博中学(舞蹈、音乐类)三个
考点，考试时间自2月5日开始
至14日结束。2017年省外高校
在山东省组织艺术类招生测试
继续实行网上报名。记者了解
到，2017年使用美术统考成绩
的招生院校继续增多是导致校
考院校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
这两年来虽然艺术院校普遍减
招，但考生报考热情不减。

家长来陪考

一站就是4小时

6日上午，考场外的温度只
有2℃，今年47岁的陪考家长张
女士整理了一下孩子身上穿着
的毛衣，眼神里充满了心疼。

张女士女儿这次艺考准备
要考12所学校，2月5日女儿刚刚

在济南和泰安考完，6日早上7点
娘俩就赶到淄博，而当天下午考
又要再回济南准备明天的考试，
两天时间内，他们已经辗转三
地，每天的奔波让孩子也十分心
疼妈妈，尽量把自己能做的事情
都做好，让妈妈能够多休息一
下，“我妈妈来陪我考试，成了她
甜蜜的负担。”张女士的女儿俏
皮地说，现在我只想自己能考一
个好点的成绩，不辜负了妈妈。

“今天上午7点就跟着儿子
过来了，这不等到现在孩子还没
出来。”来自济南的王女士笑着
说道，单这一上午就站了4个小
时，今天下午还要继续陪着他，
毕竟是孩子一辈子的大事，只有
这么一次。

另外，还有不少考生是没
有家长陪同的。“我是和自己的
同学一起来的，本来我爸妈想
跟着的，但我是男生，早晚要出
来闯，这次考试就是我的第一
次锻炼，所以没让他们跟来。”
考生小刘说。

本报2月6日讯 (实习生
胡泉 通讯员 冯长冰 刘为
民 何金金) 近日，因交通肇
事逃逸罪潜逃将近5年的犯罪
嫌疑人崔某被成功抓获。至此，
沂源交警在“破案追逃”暨缉捕
网上逃犯专项行动中网上逃犯
实现了“清零”。

2012年4月23日20时30分许，
犯罪嫌疑人崔某无证驾驶无牌
的三轮摩托车，沿博沂路由北向
南行至沂源县石桥镇马庄村路

段，将在非机动车道内推自行车
的赵某撞倒，造成其本人受伤、
赵某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交通事
故。经认定犯罪嫌疑人崔某负事
故的全部责任，其行为涉嫌交通
肇事罪。因其本人在事故中受
伤，2012年7月3日，被采取了取保
候审的强制措施，但其在诉讼过
程中违反取保候审的相关规定，
擅自外出，导致诉讼活动无法正
常进行。后经沂源县公安局批
准，依法将其强制措施变更为刑

事拘留，但其一直在内蒙等地躲
藏，致使拘留一直无法执行，后
对其上网追逃。

年关期间，沂源交警充分
利用犯罪嫌疑人春节回家过年
的时机，动员一切力量，加大对
网上逃犯的缉捕力度，开展“破
案追逃”暨缉捕网上逃犯专项
行动。农历大年初五，在济南铁
路公安处沂源站派出所的成功
协助下，将潜逃在外近5年回家
过年的崔某成功抓获。

肇肇事事逃逃逸逸近近55年年，，回回家家过过年年被被抓抓
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本报2月6日讯(实习生
胡泉 通讯员 李露) 1月
25日(腊月二十八)、1月26日(腊
月二十九)，张店公安分局专
案组民警在市公安局刑侦支
队、网安支队等部门的协助下
连续奋战，成功抓捕张店城区
砸破高档汽车玻璃盗窃案犯
罪嫌疑人张某，带破十余起系
列盗窃案，以及仅用27小时成
功破获“1 . 25”张晓花(化名)被
害案，抓获犯罪嫌疑人王明
(化名)。

顺线追踪

破获系列砸车盗窃案

1月16日，张店公安分局
接到报警称，在张店某小区内
一辆路虎越野车车玻璃被砸，
车内20万元现金被盗。接警
后，辖区派出所、刑侦大队以
及技术大队民警立即赶往现
场，向受害人了解情况并对现
场进行了仔细勘查。通过分析
研判，民警发现该犯罪嫌疑人
与2016年内发生的数起车内
物品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应
为同一人。随后，民警调取了
案发现场周围的大量录像，发
现嫌疑人在城区多次换乘出
租车后逃往东营。民警立即赶
赴东营。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
助下，通过视频监控，发现最
终该男子坐上了去滨州的车。
民警顺线追踪，到滨州继续展
开侦查。

在侦查过程中，办案民警
进一步发现，犯罪嫌疑人为张
某，今年27岁，滨州市滨城区

人，具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
为逃避打击，张某每次作案后
会反复换乘车辆并先逃往其
他地市，随后再逃回滨州，并
且使用假身份信息登记入住
宾馆。掌握张某行踪信息后，1
月24日办案民警来到滨州市
滨城区与当地警方对接后，在
张某住处周围进行布控，1月
25日下午1时，犯罪嫌疑人出
现，民警展开抓捕行动将其抓
获，并带回淄博。通过审讯，张
某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仅
在淄博作案十余起，涉案金额
高达50余万元。

跨市追击

杀人嫌犯无处遁逃

就在1月25日，盗窃案告
破之时，张店公安分局接到群
众报警称，张店某小区内47岁
女子张晓花(化名)被杀。

通过大量工作，办案民警
发现，莱芜籍男子王明(化名)
有重大作案嫌疑，1月25日凌
晨2时，办案民警赶往犯罪嫌
疑人王明(化名)老家莱芜市
钢城区，1月26日凌晨与当地
警方对接后，立即对其可能出
现的场所进行布控。1月26日
下午办案民警发现犯罪嫌疑
人王明(化名)极有可能藏匿
在其母亲家中。当天下午3时，
办案民警在当地警方协助下，
将王明(化名)成功抓获。据王
明(化名)供述，1月25日与死者
发生纠纷后将其杀死。从接到
报警至抓获犯罪嫌疑人，张店
警方仅仅只用了27个小时。

张张店店警警方方连连破破两两起起大大案案

本报2月6日讯(实习生
胡明 通讯员 尹文静 宋
美荣) 近日，沂源县南麻镇
的李某在返城的路上就因一
句不理智的话，换来一顿拳打
脚踢，幸而没有造成严重伤
害。

原来李某在返程的路上
多次遭遇堵车，好不容易交通
顺畅了，前方的骑车的王某却
一直不紧不慢的行驶，挡在前
面。王某心急之下说了一句

“有毛病啊，开这么慢。”这句
话被前方的王某听到了，于是
下车找李某理论，王某的哥哥
也带着几个朋友赶到现场与
李某撕扯到一起。经过民警教
育，双方最终握手言和，互不
追究对方责任。

警方提醒，路上难免遇到堵
车、擦碰，遇到这样的事情要
冷静，切不可因为一时的“路
怒”冲昏头脑，导致不必要的
麻烦的发生。

道道路路拥拥堵堵引引““路路怒怒””

一一句句脏脏话话起起争争执执

考生在考场外排队候考。 实习生 胡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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