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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7日讯(记者 李
超 通讯员 张灿 苏越)
27日，淄博市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七次会议举行，会议通过
一批任免名单。

决定任命：
于军为淄博市教育局局

长；
于秀栋为淄博市科学技术

局局长；
陈德诚为淄博市水利与渔

业局局长；
祁连山为淄博市林业局局

长；
宋晓东为淄博市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任命:
万华为淄博市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
王学强为淄博市人民检察

院副检察长。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周连华对新任命人员提出要
求，他指出要珍惜组织的信任和
人民的期望，不辱使命、不负重
托，努力在新的岗位上做出更大
成绩。要尽快熟悉岗位职责，迅
速进入工作状态，确保各方面的
工作不断档、不脱节，保持工作
的连续性、稳定性。要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勇于担当、履职尽
责，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好中央和
省市委决策部署，真正把肩上的

担子挑起来。要牢记宗旨，正确
对待和行使手中的权力，始终怀
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开展
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要切实增强人大意
识，主动接受人大监督。要按照
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坚守五条
底线”要求，经常自我检视，坚决
守住底线，确保不出问题，以优
良的业绩让市委放心，让人民群
众满意。

淄博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七次会议，通过一批任免名单

五五个个市市直直部部门门““一一把把手手””调调整整

本报7月27日讯(记者 胡
明) 继齐鲁晚报小报童暑期营
销秀第一期活动结束后，第二
期“金鼎华郡杯”齐鲁晚报小报
童活动将于本周日(7月30日)，在
金鼎华郡营销中心开幕。

自2012年起，齐鲁晚报小报
童暑期营销秀已成功举办五
届，上千名小报童通过卖报收
获了友谊，锻炼了沟通能力，并
且深切体会到父母挣钱的不
易。在刚刚结束的第一期活动
中，小报童从刚开始的羞涩难
开口，到开口后被拒绝，而在被

拒绝后又学会了坦然面对，心
理抗压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日前，市民孙女士打来电
话说：“我儿子错过了第一期活
动，可他非常渴望参加小报童
营销秀。”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
多，应广大家长和孩子的要求，
本报继续举办今年第二期小报
童暑期营销秀活动，为广大中
小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
增长见识，锻炼胆量的平台。

孙女士说：“孩子现在已经
迫不及待想去卖报了。”此外，
很多之前参加过营销秀的“老

报童”也报名参加第二期活动。
活动结束后，本报将根据

售报的数量和小报童的表现，
对表现优异者给予物质奖励。
每一位坚持完成卖报任务的小
报童都可以获得“齐鲁晚报营
销明星”荣誉证书。活动中，本
报开设新闻专版，对表现优异
的小报童进行报道。小报童还
可把自己的感想写出来，本报
将择优刊登。

活动咨询电话：13853379605
(王老师)，18053341992(胡老师)
或0533-3159015。

“金鼎华郡杯”齐鲁晚报小报童暑期营销秀周日开幕

““新新老老报报童童””争争相相报报名名，，期期待待上上街街卖卖报报

本报7月27日讯(记者 李
洋 巩悦悦 通讯员 韩国泳)

近几日，淄博的天气一直是
以局部阵雨天气为主。26日开
始，淄博迎来一场大范围降雨，
缓解了高温天气。

据淄博市气象局统计，26
日7时-27日16时，各区县平均降
水量为：张店区9 . 1mm、博山区
74 .3mm、淄川区33 .2mm、临淄区
11 .6mm、周村区19 .6mm、高青县
22 . 3mm、桓台县15 . 9mm。其中，
最大降水点出现在沂源县张家
坡为117mm。23日-27日，全市平
均降水44毫米，比常年同期偏
少6%，比去年同期偏少14%。

据淄博市气象台预报，未
来72小时以雷阵雨天气为主。
受环流条件和大气湿度影响，

未来72小时南部山区降水量可
能比较大。未来五天天气情况
如下：7月28日，雷阵雨，28～
23℃；7月29日，雷阵雨，30～

20℃；7月30日，多云，28～20℃；7
月31日，雷阵雨转多云，31～
22℃；8月1日，多云，33～23℃；8
月2日，多云转小雨，34～23℃。

今今起起三三天天雷雷阵阵雨雨浇浇灭灭高高温温天天气气
最高温30℃左右，南部山区降水量可能较大

本报7月27日讯(记者 罗
静) 近日，淄博市房地产综
合开发管理办公室公布了5家
不良信用评价的开发商企业。

临淄齐都国际绿茵花园
项目未经验收擅自交房，开发
商山东绿茵置业发展有限公
司信用评价为不良，资质等级
为四级。

付坡项目嘉苑项目因延
期交房长期得不到解决，多次
引发群体投诉上访。开发商淄

博宝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信用评价为不良，资质等级为
三级。

建桥名苑项目延期办理
不动产登记证，造成业主投
诉。开发商淄博金昌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信用评价为
不良，资质等级为四级。

高德城市花园未经验收
擅自交房，延期交房造成业主
多次投诉。开发商山东高德置
业有限公司信用评价为不良，

资质等级为四级。
月半湾项目停工，无法交

房，造成业主多次群体上访。
开发商淄博乾翔置业有限公
司信用评价为不良，资质等级
为暂定。

据淄博市房地产综合开
发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介
绍，按照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评
价房企信用并公布结果，是对
房企的一种监督和敦促，促进
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市房地产综合开发管理办公室公布5家信用评价不良房企

绿绿茵茵置置业业未未经经验验收收擅擅自自交交房房

本报7月27日讯(记者 李
洋 巩悦悦) 齐鲁晚报记者
从淄博市水文局获悉，27日，全
市五大中型水库总蓄水量为
14452万立方米，较历年同期多
蓄4238万立方米，较去年同期
多蓄6884万立方米。

其中，太河水库蓄水2928
万立方米，田庄水库蓄水5536
万立方米，萌山水库蓄水4713

万立方米，石马水库蓄水707万
立方米，红旗水库蓄水568万立
方米。

截至7月27日，小清河岔河
水文站水位4 . 64米，相应流量
45 . 0立方米/秒；孝妇河马尚水
文站水位33 . 6 5米，相应流量
3 . 00立方米/秒；沂河东里店水
文站水位198 . 44米，相应流量
9 . 5立方米/秒。

淄淄博博五五大大中中型型水水库库总总蓄蓄水水量量

较较去去年年同同期期多多蓄蓄66888844万万立立方方米米

本报7月27日讯(记者 樊
舒瑜) 近日，淄博市教育局发
布关于中小学优秀传统文化课
程教学用书选用结果的公示，
确定义务教育段和普通高中课
程传统文化教科书。

此前，淄博市制定了《淄博
市中小学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教
学用书选用工作方案》，成立了
教材选用委员会和中小学优秀
传统文化课程学科组，并按规
定程序进行了选用工作，经过
学科组初选、教材选用委员会
投票表决，决定选用由泰山出
版社出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作为全市普通高中高一年

级传统文化教材。另外，选用山
东齐鲁书社出版社出版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五四制小
学)和青岛出版社《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五四制初中)作为全
市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传
统文化教材。

“今年秋季学期全市中小学
将全面启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材。”淄博市教育局基教科
工作人员对记者说，课程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为主要教学
内容。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经典内容的选取以儒家文化经
典为主；在儒家文化经典的选取
中，以“四书五经”为主。

淄博市将启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

““儒儒家家文文化化””成成中中小小学学生生必必修修内内容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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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7日讯(记者 胡明
通讯员 宋策 景旺) 近

日，博山白塔镇三位约70岁的老
人辛苦种的600多头大蒜被小偷
偷走。虽然案值不大，但负责现
场处警的博山公安分局白塔派
出所民警对老人说：“从现在开
始，菜地由我们来守，偷蒜贼一
天不抓住，我们就不走！”

民警在现场并没有发现有
价值的线索，而且被盗的菜地位
于村庄的东北侧，周边没有监控
覆盖，菜地东边是一条铁路线，
案件侦破似乎无从下手。虽然损
失价值只有200元左右，但是民
警们还是决心要给三位老人一
个说法，民警们就从调取案发周
边的监控记录开始进行调查，由

于嫌疑人的来去方向尚未明确，
民警需要调取村庄周边大量长
时间的监控记录，再筛查出过程
中出现的人员、车辆等可疑之处
一一进行比对。最终民警在簸萁
掌村锁定并抓获了两名盗窃嫌
疑人刘某云和孙某娟，两人对盗
窃大蒜的事实供认不讳。两人以
为绕开公路、趁凌晨作案，一定
不会被人察觉，没想到这么快就
被公安机关找上了门。两名违法
行为人均被依法行政拘留，并先
后赔偿了三位老人的损失。

案件侦破过程中，博山公安
分局白塔派出所先后出动车次
20余次，警力30余人次，调阅筛查
100余小时的监控录像，尤其是
对重点监控反复仔细比对。

三三位位七七旬旬老老人人丢丢660000多多头头大大蒜蒜

民民警警看看百百余余小小时时监监控控抓抓住住嫌嫌疑疑人人

扫齐鲁壹点看详细任免名单

近日，淄博迎来一场大范围降雨。 本报记者 李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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