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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郝小庆

2 5 日，青岛北至西安北
G1838/5 次列车延长运行至重庆
西站，列车途经成都东站，这意
味着山东首次开行直达成都的
动车组列车。19 日起，该次列车
的车票已经开始在 12306 官方网

站和手机客户端发售。
从青岛北始发到重庆西的

G1838 次列车，在青岛北站开车
时间为 8:21 ，当天 22:31 到达重
庆西站，全程需要 14 小时 10 分
钟。途经省内高密、潍坊、青州、
淄博、章丘、济南和泰安 7 个站
点，其中在济南站开车时间为

11:10，当天 20:47 到达成都东，时
长 9 小时 37 分，与之前普通列
车相比缩短 27 个小时。

票价方面，青岛北站和济南
站到成都东站的二等座票价分
别为900元和783 . 5元，到重庆西
站的二等座票价分别为1046元
和929 . 5元。

山东电影家协会
动画艺术委员会成立

1 月 18 日，山东省电
影家协会动画艺术委员会
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委员会
议在山东省文联召开。山
东工艺美术学院、山东省
电影家协会等 43 家委员
单位的 68 位业内专家出
席会议。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数
字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顾
群业当选首届委员会主
任，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游
戏艺术设计教研室副主任
张光帅担任秘书长。会议
审议通过了动画艺术委员
会章程，以及60位委员的
任命，并举行了揭牌仪式。

动画艺术委员会的成
立标志着山东电影在动画
艺术方向建立了主要阵
地，面对动画产业的繁荣
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壮大，
山东省电影家协会适时而
动，为山东动画的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平台基础，对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许梅

山东首次开行直达成都高铁

济南北园高架西延
多路段半封闭施工

山东新设三所
本科学校

近日，教育部发展规划司
公布 2017 年度申报设置列入
专家考察高等学校名单，共有
46 所高校入选。其中，涉及我
省四所学校。分别为三所新设
本科学校：山东经贸学院、济南
工学院、山东外事翻译学院；一
所更名大学：齐鲁医科大学。

由泰山医学院与山东省
医学科学院、山东省立医院组
建的齐鲁医科大学正式公示。
根据通知，将撤销泰山医学院
和山东省医学科学院的建制，
其编制、人员、资产、债权债务
整体划入齐鲁医科大学 (筹 )，
同时保留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牌子。齐鲁医科大学 (筹 )在济
南、泰安设校区，主校区由济
南市政府会同省直有关部门
规划确定。 记者 刘一梦

近日，记者从济南市交通
委获悉，因济南北园大街快速
路西延建设工程施工需要，从
24 号夜间开始，逐步对青岛路
实行全天半封闭施工。

其中青岛路(潍坊路至京
沪高铁段)北侧一条快车道，
南侧两条快车道封闭施工；青
岛路(京沪高铁至京台高速段)
快车道封闭施工；京台高速以
西段半幅封闭施工；匡山立交
桥暂时不封闭。此施工状态将
维持到 3 月底。记者 郝小庆

200 户家庭获评山东“最美家庭”

山东328个收费站实现自动支付功能

高速交费不用停车掏现金了

□记者 郝小庆

近日，山东高速集团推出的

“无感支付”覆盖了全省 113 个
收费站，同时齐鲁交通集团推出
的“高速 e 行”覆盖 215 个收费

站，两种业务包括了山东大部
分收费站。注册用户在这些收
费站通行时只要交还通行卡就
能实现自动扣费，不用再掏现
金、掏手机，未来还将实现全省
不领卡、不停车移动支付。

山东高速集团信联支付有
限公司业务负责人介绍，山东
高速推出的“无感支付”又叫

“ ITC ”,与 ETC 不同，“无感支
付”不需要办理 ETC 卡加装
OBU 设备。用户可以通过“ e 高
速”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和支
付宝等渠道进行车辆绑定和支
付渠道认证，之后在通过山东
高速集团管理的 113 个收费站
时，系统将自动识别绑定后的车
牌号并完成扣费，车主可以不用

再掏钱支付，但要交还通行卡。
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推出的“高速
e 行”与此类似，需要用户在同名
APP 或微信平台上注册、绑定。

不过目前,“无感支付”和“高
速 e 行”业务只能分别在山东高
速集团和齐鲁交通发展集团管理
的收费站出口使用，且只能通行
人工车道。用户需要同时注册这
两个业务，才能在省内 328 个收
费站通行时自动扣费。

“由于全省还有部分收费站
不属于两集团管理，且两项业务
没有实现互联互通，所以现在用
户仍需在驶入高速时领取通行
卡，驶离时交还。”该负责人说，将
来全省统一步调后就能实现不领
卡、不停车移动支付了。

□记者 刘一梦 通讯员 惠敏

近日，山东省 2017 年度“最
美家庭”评选结果出炉，经层层
推荐、审核评选，共评出 200 个

“最美家庭”，其中济南上榜 10
家，烟台、临沂和德州分别上榜
13 家，青岛 18 个家庭上榜，数量
为全省第一。

来自济南的董相勇“割肝救
妻”，生动地诠释了何为“情比金
坚”；青岛市即墨区段泊岚二村
的村民隋普霖和妻子耗时 3 年
多，斥资百万在本村的垃圾湾上
建起了一座“公益微花园”，将昔
日的垃圾湾变成了一座美丽的

花园；来自临沂沂南县青驼镇东
村的农妇王秀云，二十年前，面
对处于叛逆期的大儿子，用一句

“你要是能考上清华，我就当作
家！”的“打赌”话，培养出了一个
清华建筑学院硕士儿子，而自己
也从不识字摇身一变成了“作
家”，出版了文集《到山里拾柴
禾》，娘俩的“赌劲儿”展现了沂
蒙山人桀骜、不向苦难生活屈服
的风骨。

“最美家庭的评选是从 2014
年开始的，本次评选的 200 户家
庭共涉及爱国拥军、孝老爱亲、
夫妻和睦、教子有方、诚信友善、
环保生态、爱岗敬业、创业创新、

热心公益、见义勇为十大类，其
中多为孝老爱亲、热心公益和教
子有方的家庭。”省妇联宣传部
的工作人员王琳琳介绍，孝老爱
亲的典范最多，有 80 多户。他们
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中华民族的
家庭美德和崇真向善爱美的家
庭新风尚。

济南设 130 个烟花
爆竹置换接收点

济南市最严“禁放令”实
施已有近一个月时间，绕城高
速内设置了 130 个烟花爆竹置
换接收点，预计 2 月 8 日前，绕
城高速内的派出所和居委会
共计 700 多个地方都将设置烟
花爆竹置换接收点。

济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二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娄元刚
说，3 月 2 日之前，居民可到兑
换点用烟花爆竹兑换纸巾、洗
衣粉、花生油等生活必需品，
这些生活用品由居委会筹资
购买。“目前已经置换接收了
377 箱烟花爆竹。”记者 刘紫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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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南南港港沟沟收收费费站站已已实实现现自自动动支支付付功功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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