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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

20 日晚 10 点 14 分，泰安市 130 名进
藏新兵搭乘开往成都的专列，踏上进藏
旅程。这是泰安市 2010 年首批奔赴军营
的新兵，他们将在成都做短暂停留以适
应高原气候，然后再前往指定部队。

这 130 名新兵中，不乏大学生身影。
2007 年，泰安也曾有新兵入藏，目前很多
在西藏的山东籍军人都已成长为各方面
的骨干。 记者 李虎

泰安首批新兵奔赴西藏

随着天气变冷，为使街头 流浪乞讨人员
能够平安过冬，泰安市救助管理站自 11 月中
旬至 2 月底开展为期 4 个月的冬季街头送温
暖活动，对街头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目前
物资筹备和巡查已经备置完毕。

记者 刘慧娟

救助站备置御寒衣物

23 日，泰安市出台《泰安市服务业
发展规划纲要(2010 — 2020)》，勾画出
泰安未来 10 年的服务业发展蓝图。在
这份长达 18000 字的规划纲要中，泰安
市明确旅 游文化产业、生产性服务业
等五大发 展重点，并将泰安市服务业
空间布局分为市域和中心城区两个层
面。

此规划在市域层面将打造“一心、
两带、四组团”；在中心城区将构筑“两
轴、两带、六大板块、三十二个集聚区、
十条特色街”。

记者 李虎

服务业

勾勒发展蓝图

开展“爱心复明”工程

24 日，记者从泰 安市慈 善总会了 解
到，2010 年慈善总会“爱心复明”活动展开
救助，此次活动共为 300 名贫困家庭白内
障患者免费手术，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

经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 12 月 30
日。

记者 刘慧娟

天气预报

市民可以过一个晴朗的周末了，据泰安市气象台预报，周五到周
日，天气都是以晴为主，降水概率仅 10% 左右，风也不大，风力在 3 级
左右。

最近几天市民可能感觉到天气有点冷，周末，这种低温天气还将
持续下去，26 日到 27 日，又有一小股冷空入侵，最低气温将在-2℃ 左
右。

晴朗的天气适合出行，市民可以在周末逛逛街，到公园里看个景
儿放松一下，不过选择出行的朋友们要注意防寒保暖。

详细的预报如下：11 月 26 日，天气晴到少云，降水概率 10% ，南风
3 级，最低气温-2℃ 左右；11 月 27 日，天气晴间多云，降水概率 10% ，
南风转北风 3 ～ 4 级，最低气温 0℃ 左右；11 月 28 日，晴间多云，降水
概率 10% ，北风转南风 2 ～ 3 级，最低气温-2℃ 左右。

记者 陈新

周末晴朗好出游

市民注意防寒保暖

宁阳豪华大客 6:10-18:20 每隔 20 分钟一班

济宁豪华大客 6:45-18:00 每隔 45 分钟一班

曲阜豪华大客 7:00-16:50 每隔 30 分钟一班

莱芜豪华大客 6:00-18:00 每隔 20 分钟一班

东平豪华大客 6:10-18:40 每隔 20 分钟一班

济南豪华大宇 6:30-18:10 每隔 30 分钟一班

济南豪华大客 6:00-18:00 每隔 20 分钟一班

聊城豪华大客 6:20-17:40 每隔 40 分钟一班

淄博豪华中客 6:00-17:30 每隔 40 分钟一班

新泰豪华大客 6:00-18:20 每隔 20 分钟一班

临沂豪华大客 6:20-17:20 每隔 40 分钟一班

发车时刻表

泰安汽车站总站 24小时客服热线：2188777

停电通知
因供电设施检修，电力公司计划在下列时段对以下线路进行停电检修，

检修线路、停电区域及主要影响范围如下：
11 月 29 日 检修线路：省庄站 10kV 羊娄线。检修时间：29 日 6 ：00 至

29 日 12 ：30 。检修原因：110kV 红井线、红徐线施工拆除跨越架。影响范围：省
庄文化路两侧亚奥特、大宇种鸡厂、泰山封头厂、南河东村、岱峰机电、东羊
楼、工程机械厂、同力机械、红旗煤矿、泰安市大广工程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新
创工程机械公司等。

11 月 30 日 检修线路：省庄站 10kV 苑庄线。检修时间：30 日 6 ：00 至
30 日 12 ：30 。检修原因：110kV 红井线施工拆除跨越架。影响范围：省庄镇后
省庄、苑庄、南许、金鑫建筑公司、北方九星、大展包装、宏发重机、南河村、自
来水公司、新创工程机械公司、汇金肥业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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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个醒儿

尽量 11月底前接种流感疫苗
记者从泰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了解到，市民接种流感疫

苗的时间一般从每年 9 月开始。根据今年的天气情况，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建议市民尽量在 11 月底之前接种流感
疫苗。根据北方气候的特点，也可以延续到明年的 3 月份。成年
人一年接种一次，3 岁以下的儿童每次要接种 2 针。

据了解，泰安市接种流感疫苗的地点分城区和农村两种。
农村的接种地点在各乡镇卫生院，城区居民接种的地点在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记者 胡修文

2011 年是泰安创城第三年，也是见成效
之年。泰安市国际旅游名城建设领导小组召开
第六次会议，听取创城各相关部门 2010 年工
作汇报和 2011 年的工作计划，部署下一阶段
的创城工作，标志着创城冲刺的号角吹响。

作为泰安市建设史上规模之大、功能和标
准要求最高，市场化筹资任务最艰巨、涉及领
域最广泛的一件大事，12 个指挥部的建设者
正在谋划着新一年的愿景。

2011 年，京沪高铁将通车、火车站广场 5
月份投入使用、长城路南段建设启动、51 个城
中 村 完 成 改 造 回 迁 、中 华 盛 世 博 览 园 将 开
工…… 记者 李虎

创城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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