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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子女选个优质本地单身吧
本期我主良缘精选 8 位本地优质单身，父母们可以为单身子女挑选合适的对象，拨打电话还可以了解更多信息，咨询电话：82967520

No. 1 壮硕 IT 经理

男，28 岁，身高 180cm，大专学

历，就职于私企，担任 IT 部门经理，

月薪近万，已购住房，有购车能力，

父母皆企业退休，家中独子，性格外

向开朗，为人和善，有良好的人际关

系，平时喜欢打球、健身。

No. 2 稳重在编职员

男，30 岁，身高 178cm，高校本

科，在事业单位工作，月收入近万

元，车房兼备，父亲是大学教授，

母亲退休，独生子，性格随和，做

事踏实稳重，很有上进心，喜欢旅

游、运动。

No.3 外企工程师

男，30 岁，身高 175cm，大专学

历，目前就职于外企，职务是工程

师，月入万元，已购住房，暂未购车，

父亲企业在职，母亲个体经营，家庭

状况良好，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性格

内敛，经常出去游玩。

No.4 上进国企科员

男，35 岁，身高 180cm，重点大

学本科学历，国有企业在编科员，月

薪近万，已全额购买婚房，有购车能

力，父母皆企业退休，性格踏实本

分，做事稳妥，有很强的责任感，平

时工作较忙，有时间会去郊区散心。

No.5 儒雅国企管理

男，37 岁，身高 177cm，硕士学

历，国有企业中层管理，月收入数万

元，已购车房，父亲是教师，从小受

到良好家庭教育，气质温文尔雅，

让人感觉很舒服，做事有魄力，很

有魅力。

No.6 人力资源管理

男，34 岁，身高 178cm，名校硕

士学历，国企人力资源管理，月入数

万元，已购车房，父亲国企在职，

母亲企业退休，家中独子，博学多

才，很有人格魅力，谈吐不凡，孝顺

长辈。

No. 7 甜美国企职员

女，29 岁，身高 167cm，瑞典德

隆大学硕士学历，国企正式在编，月

薪数千，目前与父母同住，父母皆企

业职员，独生女，面容姣好，气质甜

美，性格乐观向上，喜欢打羽毛球、

唱歌、看电影。

No. 8 娇俏公务员

女，30 岁，身高 166cm，高校硕

士学历，就职于政府机关单位，月收

入数千，已购住房，暂未购车，父母

皆是公务员，性格温和又独立自强，

很有人缘，面容清秀，显小，平时喜

欢跑步。

●我主良缘高端婚恋

热线电话： 0531-82967520

(接听时间：9：00-20：00)；

地址：解放路 43 号银座数码广

场 1808 室(华强地产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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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我这堆石头 我去你那倒渣土
盖家沟与历城河务局“土地之争”由来已久，双方均认为土地是自己的

□记者 于洋 实习生 王丹丹

5月25日晚间，位于黄河大坝

附近的盖家沟小学建设现场突然

出现了一堆“备防石”，这些石头被

堆放在小学正在建设的操场上。按

照历城黄河河务局的说法，他们堆

放的石头是正常防汛的石头，这里

也属于他们的抗洪防汛“预备区”。

但是，按照村民的说法，河务局这

是故意拉来石头阻止学校施工，协

调过程中，双方产生较大矛盾，民

警参与了协调。

盖家沟村民第二天就堵住了

齐鲁制药包装厂、济南风机厂等四

家企业的大门——— 这四家企业是

租用河务局的土地在此生产，紧挨

着在建小学，也是在防汛区域。村

民认为，堵了企业大门，企业的“房

东”河务局就得出面给个说法。而

这一切的终极矛盾，就是双方均认

为土地是自己的。那么，这一切到

底是因为什么呢？

盖家沟村民：土地理应

是村里的

早在1998年，历城黄河河务局

就取得了盖家沟附近沿黄河大坝

周边的土地使用权，即拥有国土部

门颁发的土地使用证，但村民并不

承认这个证件。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里，没有

人来给我们履行征地和补偿协议，

我们也一直服从大的规划不断搬

离。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国

家在这里建设水闸，后来又经历了

一些规划。但是，我们始终认为，盖

家沟老村黄河大坝附近的土地，理

应是我们村里的，是我们的集体用

地。”村民盖先生告诉记者，如今，

这些土地很大一部分被历城河务

局租赁出去，用于盈利，收益跟我

们村民也没有任何关系。

村副主任盖吉运说，建国后，历

城河务局在没有办理任何征购手续

的情况下，历次复堤工程累计占用

盖家沟堤内外土地1000余亩，这些复

堤淤积的土地仍应归属盖家沟村所

有，盖家沟村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

历城河务局：早拿到了

土地使用证

然而，历城河务局却认为，土

地的性质没有任何争议——— 历城

河务局合法拥有这1000余亩地的

使用权，且可以在相关规定范围

内，从事非防汛的活动，如对外租

赁厂房。所以，局长王新波认为，并

不存在什么“土地之争”，因为土地

的性质是没有任何疑义的。

“村民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我

们早就拿到了土地使用证，也是按

照相关规定进行管理和使用的，所

以不存在任何违规违法的问题。”1日
下午，历城黄河河务局局长王新波

给记者出示了他们的土地使用证。

“如果村民觉得土地性质存在

问题，可以向国土部门反映，甚至

提起行政诉讼，所有问题都可以通

过正常的途径解决。”王新波说。

今年1月份，位于盖家沟市场

附近、黄河大坝旁的盖家沟小学动

工建设。村副主任盖吉运说，之所

以盖学校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

盖家沟外来务工人员以10万计，人

数众多，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问题成

了老大难；二是新政策规定“零择

校”，孩子上学的问题更加突出；三

是原有学校已经不能满足越来越

多的上学需求。

“最关键的一点，我们盖家沟

投入资金建设这所学校，建完以后

无偿转交给历城教育局，所以这所

学校本身就是一个公益项目。”盖

吉运说，这所学校的建设，已经得

到了历城区政府、历城区教育局的

正式批复——— 可以建设。

历城河务局：建学校应

提供相关材料

但是，对于历城河务局来说，

这样的建设特别是操场的建设却

是违规的。“按照相关规定，他们是

在防汛区域建设学校，所以作为建

设方的盖家沟村，应向我们提供相

关的材料才行。”局长王新波表示，

学校的操场建在防汛区的预备区，

必须逐级申报。

“目前来说，这肯定是违规的，我

们也跟村委会协商，他们可以给我

们出具区政府和区教育局的文件，

我们报送市河务局，市河务局再上

报省河务局，只要我们的上级部门

同意了，那我们肯定是没有任何问

题的。”王新波反复强调，作为区一级

河务局，他们没有审批通过的权限。

盖家沟村民：操场被堆

碎石，我们就堵了河务局

5月25日，也就是上周三晚间，

历城河务局拉了4车备防石放置在

了 在 建 的 操 场 上 ，这 惹 恼 了 村

民——— 村民一致认为，这是河务局

故意阻挠学校操场施工。第二天，

村民开始自行清理已经放置的石

头，并拦住新运来的石头。河务局

认为，村民这是在阻挠河务部门正

常防汛，属于违法，随即报了警。

协调不畅，第三天一早，村民把

学校附近的齐鲁制药包装厂、济南

风机厂等四家企业的大门堵住了，

这些企业都是租用河务局的地在当

地生产，村民觉得，堵住了企业，作为

“房东”的河务局就得给个说法。“我

们觉得他们是故意倾倒石头的，第

一他们选择了晚上，第二那些石头

看起来根本不像防汛石头，很多都

是碎石。”村民盖先生说。

截止到6月1日四家企业的大门

还是被堵着，而且，村民又把河务局

的华山段给堵上了。在河务局谈判

时，一位村民代表激动地说，若不能

解决村民的诉求，他们没办法把渣

土堆撤回。这位村民说，他们的诉求

有三：一是说明土地性质；二是配合

学校建设；三是撵走租赁的企业。

齐鲁制药包装厂等四家企业的大门仍被堵着。 记者 于洋 摄

争议焦点

河务局把土地租给企业 村民要求返还
“齐鲁制药包装厂这个厂子在这

里差不多有30年了吧，很多企业都是

上世纪90年代左右入驻的，也有后来

新建的厂房。”盖家沟村副主任盖吉运

说，一直以来，他们都觉得河务局把土

地租给企业生产是不合乎规定的。

最近，激发村民的一个矛盾点

便是齐鲁制药包装厂。1日上午，记者

来到这个厂子周围，按照村民的说

法，记者确实闻到了一股药味。一位

村民说，不光是气味，这个厂子的生

产垃圾直接掩埋在厂子的后面。

记者发现，齐鲁制药包装厂和

在建的学校是一墙之隔，距离黄河

大堤也只有百米。

味道重，垃圾多，距离在建学

校又这么近，再加上村民认为土地

归属村里，所以，现在村民一致决

定要求历城河务局把齐鲁制药包

装厂撵走。随即，记者辗转从另一

个门进入了厂里，并采访到了厂里

的副总经理武先生，他表示，他们

只是生产包装的企业，没有任何药

物。而焚烧的，也只是一些废纸和

树叶。随后，在记者的要求下，厂方

负责人开启了一个箱子，上面写着

某种药物，打开后，这个箱子里确

实只是一堆包装盒。

如今，以齐鲁制药包装厂为

“代表”的多家企业成了村民的“眼

中钉”，那么，河务局把防汛土地以

盈利为目的转租给企业合法合规

吗？局长王新波给记者拿出了相关

规定，总而言之，这样的做法是合

法合规的。

但是，租赁过程中的一个问题

被村民抓到了——— 现在建设学校河

务局要求提交材料，这些企业生产

有提交过材料吗？显然，在谈判中，这

个问题“难住了”河务局的局长和副

局长，回答模棱两可。“有些有，得回

头查。”局长王新波说。

“我村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

始，反复多次向河务局申请将这些

土地返还，或共同开发利用，但河务

局从未答复，造成沿黄村庄及村民

产生激烈的对立情绪，村两委做了

大量稳定工作，才没有造成严重的

群体事件。”盖家沟村一位负责人还

给记者说了这样一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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