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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

济南公交路线调整

山东省五部门近日联合开
展专项行动，切实为中小学生

“减负”。根据相关方案，今后山
东中小学生作业批改必须由教
师完成，不得让家长批改作业，
所有义务教育学校一律免试招
生入学。

据了解，《山东省切实减轻
中小学生课外负担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由山东省教育厅、山东
省公安厅、山东省民政厅、山东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

东省工商局联合印发，旨在从
校内校外两方面着力，坚持标
本兼治、内外监管、综合施策，
持续优化中小学生受教育环
境，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
担，回归素质教育本质。

依据方案，将规范校内课
程开设，坚持“零起点”教学，严
格执行教学计划，严禁“超纲教
学”“提前教学”。

作为学生课外负担治标的
一项基本举措，方案要求严控

学生作业量。小学一二年级不
布置书面课后作业，小学三年
级及以上课后作业按照相关要
求严格控制。提倡分层布置作
业，不布置机械重复、死记硬背
型作业。作业批改必须由教师
完成，不得让家长批改作业。

方案要求，所有义务教育
学校一律免试招生入学。禁止所
有小学、初中通过考试、面试、面
谈、考查等任何方式或擅自附加
条件招生。 据《中国青年报》

97路延伸至大辛庄
为方便市民出行，97 路将

于4月28日起延伸至大辛庄。
97 路由全福立交桥开往

遥墙东延长为全福立交桥开
往大辛庄，沿荷花路向东至大
辛庄站点调头返回，增设临港
街道办事处、大辛庄站点。

全福立交桥发车时间为
6:30-19:30，大辛庄发车时间为
5:50-19:00。

201 8 中 国（ 济 南 ）国 际
美容美发化妆品产业博
览会
时间：5 月 3 日-5 日
地点：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2018 第 19 届海峡两岸山
东创业创富项目博览会
暨中小企业展洽会
时间：5 月 4 日-6 日
地点：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

2018 第十七届山东茶文
化博览交易会
时间：5 月 11 日-14 日
地点：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

《传习录》讲读课（四十）
时间：5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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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
时间：5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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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工程心理讲座
《你的教育方式背后的性
格秘密》
时间：5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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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工程公益讲座
《“金狮子”与“善财童子”：
华严时空辩证法（上）》
时间：5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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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剧优秀青年演员演唱会
时间：5月4日19:30
地点：济南百花剧院
票价：60-200元

音乐剧《国之当歌》
时间：5月4日15:00、19:3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票价：20-280元

微剧场———
话剧《约会》《华沙旋律》
时间：5月4日-5日19:00
地点：济南章丘区文博中心群艺
馆音乐厅
票价：20元起

儿童剧《丑小鸭》
时间：5月4日-5日19:00
地点：济南章丘区文博中心群艺
馆音乐厅
票价：80-160元

《众生的号角》
管乐室内乐音乐会
时间：5月4日-5日19:30
地点：济南历山剧院
票价：40-200元

爱乐汇·俄罗斯芭蕾国家剧
院芭蕾舞《天鹅湖》
时间：5月9日19:30
地点：山东剧院
票价：90-680元

四重奏弹奏音乐会
时间：5月10日19:30
地点：山东剧院
票价：80-380元

儿童剧《小红帽》
时间：5月11日19:00
地点：济南章丘区文博中心群
艺馆音乐厅
票价：80-160元

微剧场———
音乐剧《梦想公寓》
时间：5月11日-12日19:00
地点：济南章丘区文博中心群
艺馆音乐厅
票价：20元起

大型音乐舞蹈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
时间：5月5日19:30
地点：潍坊大剧院
票价：50-280元

舞台剧———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时间：5月6日19:30
地点：烟台大剧院
票价：100-480元

大型音乐舞蹈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
时间：5月8日19:30
地点：烟台大剧院
票价：50-200元

舞台剧———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时间：5月9日19:30
地点：潍坊大剧院
票价：50-280元

大型音乐舞蹈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
时间：5月6日19:30
地点：威海大剧院
票价：100-280元

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话剧
《雷雨》
时间：5月10日19:30
地点：威海大剧院
票价：80-280元

五月起平板车救援收费降了一半
山东省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清障服务新收费标准5月1日起实施

山东严禁教师委托家长
批改中小学生作业

我省现行的高速公路车辆
救援清障服务收费标准将于
2018年4月30日到期。省物价局、
省交通运输厅联合下发通知决
定，从5月1日起实施高速公路
车辆救援清障服务新的收费标
准。根据“有升有降”的原则，新
的收费政策主要有如下调整：

一是根据小型平板车和拖
车区别不明显，平板车不分救
援车型按现行每车次1500元收
费争议较多的情况，将平板车
救援收费标准调整为按车型分
类制定。调整后，按基本价测
算，平板车救援收费标准平均
降幅达53%；

二是根据高速公路经营管
理单位反映救援清障收费远不
能满足救援经费支出的情况，
按照弥补成本的原则，适当提
高了车辆停车看护收费标准和
五类车的吊车施救收费标准：
空车停车看护费由每天20元提
高到30元，载货车辆由每天30
元提高到35元，五类车的吊车
救援收费标准由每车次2100元
提高到2500元。

通知明确，高速公路救援
清障工作由高速公路管理和经
营单位统筹组织实施，具体工作
主要由其建立的专职救援队伍
承担。救援清障机构实施救援服
务应与当事人签订服务协议（当
事人重伤或死亡等特殊情况除
外），服务协议应当载明服务单
位、救援时间、拖移地点、收费项
目、收费标准等事项，并向当事

人提供结算清单及税务票据，严
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自觉接受
物价、交通运输等部门和社会的
监督。通知未列入的收费项目，

其收费标准由车主与救援清障
机构协商确定，存在争议的，通
过价格评估、调解等方式解决。

据《青岛日报》

收费
项目

收费标准

拖车

基价
（拖行 10 公里以内

收费标准。
单位：元/车·次）

拖行费
（拖行 10 公里以上，在基价基
础上增加的费用标准，不足 1
公里按 1 公里计。单位：元/公

里）

一类车 260 10

二类车 350 15

三类车 400 20

四类车 500 25

五类车 600 30

吊车

一类车 400 元/车·次

二类车 800 元/车·次

三类车 1200 元/车·次

四类车 1600 元/车·次

五类车 2500 元/车·次

吊货物 20 元/吨

平板车 一、二类车按拖车收费标准执行。
三类车 1000 元/车·次，四类车 1200 元/车·次，五类车 1500 元/车·次

更换车
头牵引

1200 元/车·次

货物
装卸

基价 装卸费

铲车
或叉车

300 元/车·次
40 元/吨

（不足 1 吨按 1 吨计）

人工 80 元/吨（不足 1 吨按 1 吨计）

车辆
（货物）

停车
看护

空车 载有货物车辆（包括货物）

车辆 30 元/车·天 35 元/车·天

单独货物 2 元/吨·天

换轮胎 50 元/个（每车最高 150 元）

解刹车 50 元/轴（每车最高 1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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