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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北园高架西延
有望明年元旦通车

据最新消息，济南北园高架
快速路西延工程有望明年元旦
全线通车，比原定工期提前数
月。北园大街快速路西延工程项
目东起匡山立交桥，西至京台高
速西侧规划南北三号路，长约
5 . 6公里，将西部城区、中心城区
和东部城区、CBD连为一体，连
接高铁西站、火车站、新东站、机
场等交通枢纽。 记者 郝小庆

●济南新增83处
违法抓拍点位

近日，济南新增83处违法抓
拍设备点位，多数是多功能电警
和违停监控。79处抓拍主要设置
在高新区旅游北路、市中区土屋
路、舜世路和领秀城等道路上，
还有 4 处违停监控在平阴县区
域内。 记者 郝小庆

● 7 月起济南强制施行
生活垃圾分类

《济南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总体方案（2018-2020年）》提出，
济南市的公共机构、相关企业将
实施垃圾强制分类；部分街道建
设垃圾分类示范片区；部分社区

（村）试点垃圾分类。实施强制分
类的公共机构和相关企业垃圾
分为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餐
厨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示范片
区、试点社区和村庄居民住宅区
垃圾分为有害垃圾、可回收垃
圾、其他垃圾三类。7月至12月为
强制推行阶段。 据《济南日报》

●快递放在快递柜
需征得收件人同意

《快递暂行条例》将于5月1
日起施行。对于快递员随意将包
裹放置在快递柜或者代收点的
做法，《条例》指出，经营快递业
务的企业应当将快递投递到约
定的收件地址、收件人或者收件
人指定的代收人，并告知收件人
或代收人当面验收。 综合

●济南园博园
4 月 28 日起免费开放

4月28日起，位于济南市长
清区的济南国际园博园将免费
对外开放，记者了解到园区自
2009年对外开放，执行的是60元
票价。免费开放后的园博园在主
要入口处将新增客流统计、人脸
识别等设备来控制入园人数，人
数达到上限时会自动报警，工作
人员可及时疏导。据《生活日报》

●济南黄河北
打造近万亩花海

近日，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

行区黄河冠世花园建设已经全
面启动。黄河冠世花园共十个地
块，总占地面积约9000亩，主要
分布于黄河北岸G309（国道）沿
线，每个地块将集中种植一到两
个品种，包括樱花、海棠、紫薇
等。目前樱花园基础花灌木基本
完成，已种植3万株樱花。 综合

本报联合济南市中心医院举行“胖友万步走”公益活动

这周六，邀您一起爬山会名医
□记者 刘一梦

在近报创刊两周年之际，我
们将开展一系列活动，继上周“共
植一片绿”之后，本周六我们将推
出一场户外万步走的公益活动。4
月21日，在济南佛慧山景区，本报
联合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
院举行“胖友万步走”公益活动，
邀请胖友读者们和名医一起爬爬
山赏赏景，锻炼身体。

凡是深受肥胖与糖尿病困
扰的单纯肥胖和肥胖合并2型糖
尿病的病友；以及想了解微创手
术治疗肥胖和糖尿病的专业及

非专业人士，均可免费参加我们
的万步走活动，快来报名和近报
一起爬山赏春景吧。

21日上午9点，万步走活动
将在佛慧山举办，活动的起点为
佛慧桥，终点为开元寺，活动全
程都有专业医护人员陪同。除了
可以爬山赏景、锻炼身体、结交
朋友之外，活动还邀请了山东大
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外科教
研室及胃肠外科的名医，胖友们
和糖尿病病友们可以在登山途
中，向名医咨询探讨肥胖、糖尿
病以及胃肠微创手术的相关治
疗问题，在放松心情、锻炼身体

的同时，收获健康养生知识。活
动现场，还为大家准备了小礼
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想要参与本次活动的读者
朋友们，可以关注近报微信公众
号（sdjbrm）或加入近报读者活动
群，发送“报名千佛山万步走活
动+报名人员+人数+电话”，每家
报名人员不得超过3人。由于活
动名额有限，报名将采取先报先
得的模式，想要参与的朋友们尽
快报名吧。

除了本周六的“胖友万步
走”活动外，接下来近报还将举
办社区健康知识大讲堂、夏日社

区电影周、“泉城跳起来”以及玫
瑰园赏花品鉴活动，将在济南更
多社区广场、风景名胜区等展
开，陆续把丰富多彩的活动带给
广大老百姓。读者朋友们可以扫
描下方的近报读者活动群二维
码，入群及时报名参与我们的系
列精彩活动。

千千佛佛山山““三三月月三三””庙庙会会每每天天迎迎客客上上万万人人

呼朋引伴逛文化庙会

□记者 郝小庆

近日，记者从济南市住房
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获悉，济南
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补贴发放
工作已经开始，目前济南有8部
电梯交付使用，2部电梯已将补
贴材料上报，大约4月下旬就能
收到补贴款。

根据今年2月28日公布的
《济南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财
政补助资金实施细则》，老楼加
装电梯的资金补贴标准是七层
住宅加装电梯每部补贴22万元，
六层每部20万元，五层每部18万
元，四层每部16万元。“加装电梯
完成特种设备注册登记后，出
资的居民要共同委托1名申请

人，准备好相关材料到区牵头
单位提出申请。”济南市房管局
工作人员说，接收补贴款的账
户由居民们协商确定，拿到补
贴款后自行分配，一般按照电
梯出资时的比例就行。

“目前只有市中区的两部
电梯上报了补贴材料，最迟这
个月下旬就能把补贴款打进申
请人账户，其他地区已投入使
用的电梯应该还在准备材料。”
济南市房管局工作人员介绍，
申请人将相关材料递交到区牵
头单位后，10个工作日内就会完
成补贴款发放，因此目前已经
交付使用的8部电梯都有可能在
4月底前拿到补贴。

截至3月底，济南市内五个

试点区共计有346个单元居民
有加装电梯意愿并已初步协商
一致，其中125个单元正在办理
规划审查和施工备案手续，48
个单元已开工建设，其中15个
单元已竣工验收，8部电梯已交
付使用。

《细则》中还提出，老楼加
装电梯的补贴申请时间有限
制。根据《济南市既有住宅增
设电梯办法（试行）》的颁布时
间和有效期，只有2019年7月20
日前完成增设电梯审批手续
的项目，可以按照规定享受财
政资金补贴。“《办法》试行期
结束后会再根据试点情况进
行调整。”济南市房管局工作
人员说。

济南首批 8 部老楼电梯将领补贴
补贴标准按层计算，最高能领 22 万

近日，《中国英语能力等级
量表》正式发布，将作为国家语
委语言文字规范自今年 6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量表将学习者的英语能
力从低到高划分为‘基础、提高
和熟练’三个阶段，共设九个等
级。”山东省教育厅的工作人员
介绍，《量表》中能力总表包括
语言能力；听力、阅读理解能
力；口头、书面表达能力等，可
为英语测试提供能力参考，但
其不是教学大纲，也不是考试
大纲，仅为英语测试、学习和教
学中语言能力水平提供参考。
记者 刘一梦 通讯员 王占波

首个英语能力测评标准
6 月 1 日正式实施

山东抽检童婴服装
多数绳带要求不合格

近日，省质监局公布了第 1
季度童装及婴幼儿服装产品质
量抽查结果，在抽查的 18 批次
产品中 5 批次不合格，分别是淄
川区洪山镇金贵子童装加工厂
生产的婴幼儿服装和烟台市多
易服装有限公司生产的单衣绳
带要求不合格；淄川小豆壳制
衣厂生产的婴儿套服重金属含
量超标；青岛长腿叔叔服饰有
限公司生产的婴幼儿内衣耐摩
擦色牢度不合格；烟台婴格婴梦
服饰公司生产的时尚莱卡内衣
PH 值、纤维含量不合格。对不合
格产品，质监部门已经展开执法
行动。 记者 刘紫薇

□记者 高雯 通讯员 胡春媛

4 月 18 日，一年一度的“千
佛山万人相亲大会”拉开大幕，
与热闹的千佛山“三月三”民俗
文化庙会一起持续到 4 月 22 日，

也就是本周末。庙会开始以来，
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游玩，景区
每天迎客上万人，小高峰客流量
达到 2 . 2 万人。想逛庙会和相亲
会的市民抓紧啦，老年证、通游
年票等免费证件均可正常使用。

沿千佛山主山路一路上行，
沿途都是花花绿绿、风格迥异的
各类展位：有巧夺天工的非遗手
工艺品，有民族风十足的少数民
族服装、饰品，还有各地土特产
品等等，100多个展位上万种商
品琳琅满目。

上行不远处，便看到一位身
着盔甲全副武装的古代勇士正
在拉弓射箭，旁边不时传来阵阵
叫好声！原来，是《琅琊榜》中被
尊为“琅琊榜首”的梅长苏正在
此摆台设擂，广邀天下高手前来
一决高下！在“曲艺大赏”的演出
地点闻韶台下，几百位老年人聚
集在一起，津津有味地欣赏着节

目，台上一出出精彩的剧目，让
老人们过足了戏瘾。

庙会上最热闹的，就是风味
小吃区了！从本地的泉水茶汤、
泉水豆干、杨氏麻糖、黄家烤肉、
宗记锅饼，到外来的上海城隍庙
糕点、香港龙卷风薯塔、云南桂
花糕、渤海湾第一酱、川味辣椒、
天津大麻花、内蒙南瓜子……目
不暇接，让你秒开“逛吃”模式！

本届千佛山“三月三”民俗
文化庙会和“千佛山万人相亲大
会”一直持续至4月22日结束，当
下的千佛山万木葱茏、绿意盎
然，市民们赶紧呼朋引伴，去登
山逛庙会吧。

近日，济南交警发布
《2018年城市道路新增交通
通行细则(行人篇)》，倡导行
人在斑马线前快走。当行人
遇到绿灯信号时应在斑马线
上快速通过，禁止在斑马线
上接打电话、低头玩手机、结
伴聊天、嬉戏打闹等妨碍交
通安全的行为。图为一位济
南市民在过斑马线时打电
话，前方车辆已经驶出，十分
危险。

记者 金灿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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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庙会会上上的的射射箭箭表表演演吸吸引引了了很很多多游游客客。。胡胡春春媛媛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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