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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lihoods

济南历下公共自行车本月启用

□记者 高雯 通讯员 王庆敏

日前，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对
外公布 2016 年山东省老年人消
费状况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我
省老年人的主要消费支出为日
常生活保障和医药费用。此外，
保健品、投资理财和旅游也成为
许多老年人的“圈钱地”。在被调
查的样本中，有近九成的老年人
表示经常出去旅游，出游过程中
喜欢买些土特产、金银玉石等，
单次旅游人均花费超过 2000 元。

该调查报告的调查对象为省

内60周岁以上老人，调查区域覆
盖济南、青岛、烟台等7个城市，全
省共收集到有效问卷1150份。调查
显示，老年旅游消费成为不少老
年人消费支出的重要部分，约
88 . 4%的老年人表示经常出去旅
游，单次旅游人均花费超过2000

元。在旅游消费中62 . 1%的老年人
出游时喜欢购买土特产，39 . 3%的
老年人喜欢购买美食，28 . 7%的老
年人喜欢购买工艺品，还有一成
左右的老年人选择购买金银玉
石、保健品等。

“尽管旅游市场正在加速整

治‘低价购物团’，但仍有商家将
目标投向辨别能力较差的老年
人，他们通过低于市场成本的价
格诱导老年人报名参团，然后再
在旅行过程中安排各式各样的
购物点，故意夸大商品功能诱导
老人消费。”省消协相关工作人
员说，该调查报告就是想让社会
真实地了解目前老年人的消费
行为和消费习惯，为相关部门改
善老年人消费环境制定相应决
策提供科学参考。

此外，调查显示老年消费者
在保健品上的支出不断上涨，约

六成以上的老年人选择服用保
健品进行身体保健，约 52 . 7% 的
老年人选择保健器械进行身体
保健；37 . 8% 的老年人每月在保
健品上的花费超过了 300 元，其
中 12 . 4% 的老年人每月花费超过
了 800 元。

调查报告还显示，超过两成
的老年人平时独自在家，这部分
老年人成为骗子首选的“诈骗对
象”。由于儿女常年不在身边，导
致这部分老年人对于保健品、投
资理财等各类新生骗局的了解
相对滞后，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省消协公布去年全省老年人消费调查

近9成爱旅游，人均2000不够花
山财建章丘主校区
新生明年全入住

继山东大学将主校区定
址章丘圣井后，山东财经大学
也在这一片区开工。与山大新
建校区不同，山财大将依托已
有的圣井校区进行扩建。预计
明年，该校新生将全部在圣井
校区就读，其余 3 校区将留作
他用。

3 月 22 日，山东财经大
学主校区建设开工仪式，在山
财大章丘圣井校区举行。该主
校区规划占地 2200 亩，建设
将分二期进行，一期将建设包
括教学楼、活动楼、实验楼、餐
厅、宿舍楼等，力争 2018 年 5
月建成，一期建设完成主校区
在校生将达到 1 . 5 万人。圣井
校区被确定为山财大主校区，
功能定位为本科生、研究生教
育和高端财经培训。章丘将与
山财大合作打造基金小镇，吸
引金融人才创业章丘。

有知情人士透露，山财大
主校区建设开启后，预计到
2018 年秋季，学校所有新生将
在圣井校区就读，到 2020 年
该校区或将具备容纳 3 万人
的条件。 综合

济南老年电脑班
28日开始报名

济南市图书馆连续举办
多年的免费老年电脑培训班
又开班了！凡年满 55 周岁的
老年读者持身份证或老年证
均可报名参加，报名时间为 3
月 28 日— 29 日的 9:30--16:
30 。老年人可以直接电话报
名，不用到馆，报名电话为
81279680。

老人免费电脑班的培训
地点设在济南市图书馆新馆
负一层的电脑培训室，培训
内容主要以电脑基本操作和
上网应用知识为主，针对老
年读者的学习需求，专门编
写了新课件。记者了解到，由
济南市老龄委、济南市文广
新局主办，济南市图书馆承
办的文化惠民工程“夕阳红”
免费老年电脑培训班已连续
举办 9 年，培训惠及人员近
万人。 综合

省城首个地震科普馆免费开放
3月18日，经过三个月的试运

行，济南首个专业地震科普馆正
式对外开放。馆内设三个展区，
分别为展示区、体验区以及雕塑
区，共有各类展品 (展项 ) 100 多
项。据悉，济南市地震科普馆位
于济南市地震监测中心院内(旅
游路 8577 号)，开放时间为周三
至周日上午 9 :30 — 11 :30 ，下午
14:00 — 16:00，预约电话为 0531-
66951982。

据济南市地震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馆内整体分三个展区，
一是展示区，通过展品、多媒体、
虚拟场景等现代技术，让参观者
认识地震、了解地震观测，还可
以动手搭建抗震建筑、体验建筑
减隔震技术，学会应急自救、查
询应急避难场所等。位于馆内一
楼的是体验区，地震体验平台可
以体验地震发生的整个过程，由
纵波(P波)到横波(S波)再到面波，

能真切体验到5级左右地震的晃
动。震后倾斜小屋倾斜度为15°，
可以互动式按键答题。4D动感影
院播放影片《地震启示录》，直观
全方位感受地震的威力。馆内还
设有雕塑区，由4组雕塑组成，展
示了张衡和候风地动仪、日晷、
司南，还有地球脉动，是以汶川
地震峰值地震波为原型，经艺术
加工设计而成，形象地体现了防
震减灾主题内容。据《齐鲁晚报》

济南老商埠一期
4月底开街

□记者 刘振男

继摩拜单车之后，市民期盼
已久的济南历下区公共自行车
项目，有望于本月正式启动。与
摩拜单车的线上操作不同，公共
自行车是持卡操作，市民需要先
实名办卡，办卡初次充值为180
元，1小时内骑行免费。历下区已
经布点53处停车桩，将在本月内
投放车辆并受理市民办卡。

3月21日20时，记者在历下区
政府附近的公共自行车停车点
处发现，停车桩已经通电并张贴
了一张《租用公共自行车小常
识》通告，明确了历下公共自行
车的适用人群、定价及站点等关
键信息。历下公共自行车的租用
对象限定为 12 周岁以上至 65 周

岁以下，身高在 145cm 以上。记
者了解到，想要租用公共自行
车，市民首先需要持本人身份证,
前往租车卡、售卡网点进行办
理。也就是说，骑行历下的公共
自行车,必须先进行实名认证。

与摩拜单车骑行就开始计
费的模式不同，历下区公共自行
车 1 小时以内骑行不收费，超过
1 小时后每 1 个小时内收费 1 元,
逐次递加，24 小时内最高收费不
超过 10 元。市民在办卡时 ,需要
初次充值 180 元，其中包括押金
150 元，以及 30 元的消费充值。
目前办理历下公共自行车租车
卡的地点暂时只有一个，具体地
址为诚基中心对面的和平路 36-
2 号。历下区公共自行车运营中
心的客服表示，现在济南市民暂

时不能办理公共自行车租赁卡，
预计本月内会投放自行车并受
理市民办卡，运营方今后将根据
具体运营需求，增设办卡地点。

此外，公共自行车和摩拜单
车的停车方式也不同，摩拜单车
只需在路边划条停车线就可以，
而公共自行车需要固定的停车
桩和电源。

如果市民不小心骑出了历
下区，要想结束骑行,需要折返到
历下区的停车点位，才能进行消
费结算。据悉，此次历下区筛选
出的53个停车点，大多设置在老
城区的大超市、风景区、公交车
站等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就是
为了方便市民就近还车。但如果
附近车位都满，市民就需要前往
下一个停车点寻找空余桩位。

五龙潭赏樱季
2 1日，济南五龙潭景区

内，早樱盛开、樱雨缤纷。正值
第十六届五龙潭樱花节期间，
踏春赏樱的市民将心愿写在
许愿牌上，一份份承载美好的
许愿牌在樱花树下随风摇曳。

本届五龙潭樱花节的主
题为“樱雨缤纷季，相约五龙
潭”，景区将樱花与中华古典
文化融合，推出了一系列互动
好玩的文化游园活动，市民们
不妨去转转，活动将一直持续
到4月5日。

记者 高雯 摄影报道

3月22日，首汽约车、滴滴
专车2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分别
获得青岛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颁发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
营许可证》，成为青岛市具有
合法经营资质的网约车企业，
其经营区域均为青岛市行政
区域。

首汽约车、滴滴专车前期
已获得了网约车平台线上服
务能力认定证明，青岛市道路
运输管理局按规定对两公司
平台数据库进行了认真审核，
通过后作出了许可决定。

此外，神州优车、曹操专
车 2 家网约车平台公司也取
得了注册地交通主管部门出
具的线上服务能力认定结果，
目前正在与青岛市交通主管
部门进行数据对接。

据青岛新闻网

青岛两家网约车平台
取得经营许可

近日，记者从济南市市中
区大观园街道了解到，备受关
注的济南老商埠区一期项目开
街时间敲定，预计2017年4月28
日，也就是五一前的第一个周
末与市民见面。目前大观园街
道正在配合融汇商业运营公司
开展招商推介，已与星巴克、茉
莉集团、凯瑞集团等32家品牌
签约。

记者看到，商埠一期地上
共计 15 栋建筑，以三层为主，
局部二层、四层，整体风格高低
搭配、错落有致。根据业态规
划，老商埠一期包括餐饮、零
售、文创、民俗、休闲、娱乐等多
种业态，在商街内部的店名、店
招等方面植入齐鲁历史文化典
故，将老济南的传统工艺品、美
食、特产等相关产品引入商街。

据了解，老商埠一期工程
在开建前是济南的传统民居，
在建设中，也尽量保留着有历
史价值的老建筑和济南的老滋
味。其中，2 号、6 号楼为原址保
护建筑的老建筑，3 号、8 号、10
号、15 号为风貌延续建筑，其
余为新建建筑，建筑设计力求
最大化复原老商埠区风貌。商
街内部将植入“老爷车”“兔子
王”“陈列墙”等景观小品，再现
老济南、老商埠的历史元素。目
前老商埠一期项目已经申报
4A 级景区。

据《山东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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