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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

110 路、311 路临时调整部
分运行路段

华龙路（二环东路-化纤
厂路）部分车道封闭施工，华
龙路由东向西方向仅保留一
条机动车道，为缓解华龙路交
通压力，根据施工期间交通组
织方案要求，4 月 3 日起，110
路、311 路临时调整部分运行
路段，同时为方便华龙路沿线
居民出行，3 7 路、K122 路仍
在华龙路运行。

110 路由阳光舜城重华苑
开往七里河路华能路临时调整
为由阳光舜城重华苑开往洪家
楼，沿花园路向东至二环东路
路口调头返回，临时增设洪家
楼（路北，同 75 路）站点，临时
撤销花园路二环东路、七里河
路华能路、华龙路七里河路、华
龙路西口、山大北路二环东路
站点。

311 路开往鸡山村方向线
路不变；开往洪家楼方向临时
调整后沿七里河路向北、花园
路向西至洪家楼，临时增设七
里河路华能路（路东）、花园路
二环东路（路北）站点，临时撤
销华龙路西口（路北）、山大北
路二环东路（路北）站点。

济南公交路线调整

BRT-1 临时调整线路
因济南北园大街快速路西

延工程青岛路（顺安路-潍坊
路）快车道封闭，路段内不能满
足BRT车辆安全通行条件，因
此自4月5日起，BRT-1号线临
时调整部分运行路段。

临时调整后，BRT-1号线
沿青岛路向西、潍坊路向南、兴
福寺路向西、齐州路向南恢复
原线，临时增设潍坊路青岛路

（路西）、兴福寺路潍坊路（路
北）、兴福寺路东营路、兴福寺
路淄博路、兴福寺路腊山河东
路、兴福寺路腊山河西路、兴福
寺路齐州路（路南）、潍坊路兴
福寺路（路东）站点。

临时撤销青岛路潍坊路（路
北）、青岛路东营路、青岛路淄博
路、青岛路腊山河东路、青岛路
腊山河西路、青岛路泰安路、齐
州路青岛路（路西）、齐州路兴福
寺路（路东）、青岛路齐州路（路
南）站点。 记者 郝小庆

□记者 刘紫薇
通讯员 韩燕

近日，济南市长途汽车总
站新增了春季旅游专线，“车票
+门票”一票直达景区，不仅有
欧乐堡梦幻世界、九如山风景
区等一些济南市市区周边的踏
青好去处，还开通了山东省内
的春季旅游专线，包括邹平樱
花山风景区、泰安地下大裂谷
等线路。

据了解，在济南市市区周
边旅游专线中，除了欧乐堡梦幻

世界、泉城极地海洋世界专线发
车时间为每天早上 9：00，返回
时间为 16：30 之外，其余均设置
在周六周日。济南植物园专线发
车时间为周六周日早上 8：00，
下午 15：30 返回；九如山风景区
专线和九顶塔民族风情园专线
发车时间均为周六周日早上 8：
30，下午 15：30 返回。

此外，济南市长途汽车总
站还开通了山东省内的春季旅
游专线。邹平樱花山风景区专
线发车时间为周六周日早上
7 ：00 ，下午 15 ：00 返回；泰安

地下大裂谷专线发车时间为周
六周日早上 6：50，返回时间为
下午 15：30。肥城刘台桃花风
景区专线和菏泽曹州牡丹园专
线根据花期调整发车班次，目
前每天都有往返车辆。肥城刘
台桃花风景区专线每天早上
7：45 发车，下午 15：30 返回；
菏泽曹州牡丹园专线每天早上
7：00 发车，下午 16：00 返回。

广大旅客可以拨打总站电
话 0531-96369 进行咨询，或关
注总站官方微信（ jnctqczz）获
取更多资讯。

济南新增春季汽车旅游专线
“车票+门票”一票直达景区

传统吕剧《姊妹易嫁》
时间：4月6日19：15
地点：济南北洋大戏院
票价：20-50元

传统吕剧《墙头记》
时间：4月7日19：15
地点：济南北洋大戏院
票价：20-50元

儿童剧《我的精灵妈妈》
时间：4月7日10：00、15：00
地点：山东剧院
票价：35-180元

聪明的阿凡提
时间：4月7日10：00
地点：济南舜剧场（解放东路59
-2号）
票价：39 . 9、49 . 9元

金玟岐2018“大七电台”全
国巡回演唱会-济南站
时间：4月7日19：3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票价：180-680元

儿童剧《泡泡传奇秀》
时间：4月11日19：30
地点：潍坊大剧院
票价：50-150元

儿童剧《泡泡传奇秀》
时间：4月11日19：30
地点：威海大剧院
票价：50-180元

大型原创黄梅戏《太白醉》
时间：4月12日19：30
地点：烟台大剧院
票价：50-200元

京剧《审头刺汤》《三岔口》
《春草闯堂》
时间：4月13日19：15
地点：济南北洋大戏院
票价：20-50元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
管乐重奏音乐会
时间：4月13日、14日19：30
地点：山东歌舞剧院音乐厅
票价：40-100元

传统经典黄梅戏《女驸马》
时间：4月13日19：30
地点：烟台大剧院
票价：50-200元

歌舞晚会《天边的祝福》
时间：4月13日19：30
地点：潍坊大剧院
票价：100-580元

《传习录》讲读课（三十六）
时间：4 月 7 日 14：30-16：30
地点：省图书馆国学分馆遐园·
国学讲堂（明湖路275号）

《孟子》精讲（五十七）
时间：4 月 8 日 9：30-11：00
地点：省图书馆国学分馆遐园·
国学讲堂（明湖路275号）

文化共享工程心理讲座
《创建和谐两性关系，婚前
婚后您需要了解的》
时间：4 月 8 日 9：00
地点：省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中心

（省图书馆总馆二楼北侧）

文化共享工程公益讲座《唐
玄奘与法相唯识宗（上）》
时间：4 月 8 日 14：15
地点：省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中心

（省图书馆总馆二楼北侧）

智慧父母课堂《如何纠正孩
子的不良行为》
时间：4 月 6 日 9：30
地点：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二
楼活动室（英雄山路）

“外地户籍人口在济办理
居住证，符合条件的有望立等
可取，当场受理当场出证。”4月
2日，记者从济南市公安局户政
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今年济南
将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
宽落户条件，进一步提升户政
服务水平。济南市自去年8月份
放宽了落户政策，至去年年底，
新增落户人口4万余人，达到往
年同期数量的两倍还多。

过去在办理过程中，户籍

民警常常遇到市民准备的材料
不全，需要反复跑到派出所提交
材料的情况。为了让群众少跑
路，去年8月，济阳县公安局在户
政窗口推行允许“边补齐材料，
边受理审核”的“容缺受理”机
制。即在主要材料齐全、有效、合
法的前提下，容许在其他条件和
部分辅助材料欠缺的情况下实
行“边补缺边审批”办理。

对于缺失的非主件材料，
窗口民警在现有信息化系统内

无法获取的情况下，一次性告
知需补正、补齐的材料、时限和
超期处理办法，由申请人签署

《申请事项资料空缺办理承诺
书》，声明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后
先行办理手续，待获取补充材
料后再归档保存。

目前，济南市公安局已经
发布《关于在全市实行办理户口

“容缺受理”机制的通知》，在全
市范围内推行“容缺”受理，让办
证群众少跑路。据《齐鲁晚报》

在济南办理居住证有望立等可取

日前 ,我省印发《山东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山
东省需要村(社区)开具的证
明材料清单的通知》一次性
取消17市村(社区)各类证明
1910项,保留12项,清理比例达
90 . 4%。

凡未列入清单的证明材
料,在山东省范围内办理政务
服务事项时一律不得要求村
(社区)予以开具。

对于省外及非政府机构
要求申请人提供村(社区)开具
的证明材料 ,通知要求 ,由市、
县(市、区)指导村(社区)本着方
便群众、实事求是的原则,酌情
合理予以开具,防止出现“一刀
切”现象,给群众办事带来新的
不便。 据《生活日报》

今后我省居委会只开12项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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