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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首台便民政务
ATM 机在青岛启用

济南城管发布
清雪除冰预案

黄河济南段浮桥
统一收费标准

近 日 ，全 省 首 台 政 务
ATM 机在青岛市南区政务服
务自助服务区启用，可以办理
20 多项常办业务，非工作日时
间也可通过该设备办理。

目前，常用业务、办事预
约、进度查询、办事攻略等板
块均已上线，市民能自助申报
办理体育经营、劳务派遣、建
筑垃圾处置、建筑废弃物处
置、医疗机构、卫生场所、药品
经营、户外广告等多项业务。

据《青岛早报》

3 日下午，济南城管召开
新闻通报会，对清雪除冰工作
进行了安排部署。目前，济南
各区、各单位已储备了环保型
融雪剂 7100 余吨，清雪作业
车辆 504 辆；13000 余个推雪
板、12500 把铁锨等清雪工具
已全部下发各环卫所。2 千余
名城管系统干部职工及 11750
名保洁员，已严阵以待。

预案规定，遇白天降雪
时，须做到边降雪边清扫。夜间
降雪时，分两个阶段开展清雪
作业，第一阶段是自下雪时起，
第二阶段是凌晨 3 点至 7 点。
记者 高雯 通讯员 管伟

据济南市物价局通知，1
月 1 日起，济南行政区域内的
黄河浮桥均执行统一渡运价。

此次调整主要涉及 4 个
方面：面包车、中型客车 7-20
座及 21-40 座两档合一，调整
为面包车、中型客车 8-40 座
每车次收费 15 元；实际载重
量 20 吨以上的货运车辆以及
拖拉机，明确按照车货总质量
计重收费，每吨 5 元的标准不
变；将机动三轮车收费标准由
每车次 5 元降为 3 元，摩托
车、轻骑车和电动三轮车收费
标准为每车次 2 元；对畜力、
地排车、自行车、行人、牲畜等
取消收费。轿车、吉普车、面包
车 7 座以下的价格仍为 8 元/
车次。 据《济南日报》

近日，被称为青岛“最美地
铁线”的 11 号线开始进行为期 3
个月的空载试运行。试运行阶
段，列车会逐步按运行图全线试
跑，预计今年 4 月全线通车，届
时青岛市区通往山大校区将有
直达地铁。

青岛地铁 11 号线又称蓝色
硅谷轨道交通快线，全长约 58
公里，起点为崂山区苗岭路与深
圳路交会处，终点为即墨鳌山
湾。全线共设车站 22 座(4 座地
下站、18 座高架站)，平均站间距
2753m，其中换乘车站 6 座。和此
前已经通车运营的 3 号线、2 号
线两条市区地铁线有所不同，11
号线以高架敷设为主，连接蓝色
硅谷核心区和青岛市区。同时还
串联起蓝色硅谷、山东大学、海
洋大学、青岛科大等科技基地和
学术中心。此外，11 号线因为沿
线能观海看山，一路“上天入
地”，被誉为“最美地铁线”。

据了解，11号线自2013年6月
1日开工建设，沿青岛东岸城区
南北敷设，全线共配备40列车，
最大载客量约为1200人，最高设
计时速120公里，堪称国内之最。
列车运行后不到一个小时即可
跑完全程，蓝色硅谷核心区居民
前往青岛火车站、机场等主要交
通枢纽以及青岛主城区等处仅
半小时。

据大众网

青岛地铁 11 号线
开始试运行

□记者 郝小庆 通讯员 魏纪良

1月2日，济南市交警支队发
布2017年度济南安全文明出行状
况通报。通报提出，2018年将把禁
停道路拓展到全部主次干道，增
设禁停标志800面、施划禁停标线
5万米，增设600处违停自动抓拍
设备和10台移动巡逻抓拍车，实
现“零违法停放”。

2017年，济南市共新增机动
车27 . 5万辆，总保有量达到206 . 5
万辆，驾驶人总量达到238 . 1万

人，同比增长7 . 4%。在机动车及驾
驶人的高速增长下，100条禁停道
路上，违法停车率下降了61 . 3%；
主次干路高峰通行时间平均减
少了13 . 8%；行人、非机动车违法
和机动车不让行斑马线三项违
法率分别下降了28 . 6%、36 . 7%、
79 . 3%。

交通事故方面，今年死亡人
数与去年同比减少 85 人，下降
9 . 83% ，机动车违法仍是造成交
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占总起数的
93 . 73%，占总死亡人数的93 . 85%。

其中，小型客车、货车、摩托车发
生事故较多，分别占总起数的
49 . 20%、32 . 13%和26 . 67%。

目前，济南市区共有交通信
号灯控路口 1 0 0 0处，视频监控
2161处、治安卡口713个断面、多
功能电警1 0 6 5个断面、公交专
用车道抓拍 1 9 1套、超速抓拍
1 2 6套、黄网格线抓拍 53套，以
及移动巡逻抓拍车23辆，具有人
脸识别的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
自动抓拍设备118套，机动车不
礼让斑马线违法自动抓拍设

备112套。
2018年交警部门将会把禁停

道路拓展到全部主次干道，增设
600处违停自动抓拍设备和10台
移动巡逻抓拍车。

此外，交警部门将实施交通
信号优化提升，在护城河、奥体、
历山路周边这三片区推行区域
信号控制，还将分批拆除和减少
市区机动车道隔离护栏、非机动
车道隔离桩，在新、改、扩建道路
采用绿化带隔离，逐步打造“没
有隔离护栏的城市”。

济南将实行全部主次干道禁停
施划禁停标线5万米，增设600处违停自动抓拍设备

2018 年春运首日火车票启售

□记者 郝小庆
通讯员 付德水

3日起，春运首日火车票开
始预售了。今年春节是2018年2
月16日，春运自2月1日起至3月12

日止，共计40天。全国铁路春运
互联网、电话订票预售期为30
天，车站窗口、代售点和自动售
票机预售期为28天。也就是说，1
月3日已经可以在12306网站或
者手机客户端开抢2月1日的车

票，除夕当天的车票则从1月17
日开售。

今年春运和往年有啥区别？
记者从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公
司了解到，今年春运，全国各主
要城市的车站售票窗口和自助
售票机，将逐步支持微信扫码支
付购票功能。此前，12306网站和
手机客户端已经于2017年11月
开始支持微信支付了。另外，
2017年10月起取消了铁路异地
售票手续费，旅客在全国所有火
车站售票窗口购取异地火车票
时，无须再支付5元的手续费；旅
客通过12306网站或手机客户端
购票时，可选择“接续换乘”功
能；年满12周岁的自然人，在主
动申请并完成身份认证后，可以
成为“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享
受乘车累积积分兑换车票服务。

铁路部门提醒，预计节后第
一个客流高峰出现农历正月初
六，公历2月21日；第二个客流高
峰为农历正月十六，公历3月3
日。客流出行高峰期，也是乘客
的购票高峰期，旅客应避开购票
高峰时段，提前做好出行预案。
此外，旅客在购买火车票时一定
要选择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
户端、火车站售票窗口、代售点
及车站自动售票机等正规方式
和渠道进行购票，不要使用第三
方抢票软件或委托第三方网站
购票，以防个人信息外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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