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交车站挡住车辆出门路
几百辆车需绕行700余米非机动车道才能上“大路”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段学
虎） 27日，记者接到市民热线反
映，位于西二路东侧的五一大厦
公交站牌正好设在了利华路西二
路以东的延长路上，该路段供销、
金州等几个小区的车辆出行时，
必须走非机动车道绕行七百余米
才能进入机动车道。东营市公交
公司工作人员表示，站牌设置是
现场勘查后才设立的，更改公交
站牌需与多部门协调。

2 7日，记者来到挡路的公交
车站附近看到，站牌正好设在利
华路向东的延长路与西二路的交
汇处，车辆出入该路段，只能走非
机动车道，而站牌向东200米左右
就有供销小区、金州小区等好几
个小区。供销小区车辆出入只能
走这一条路，小区车辆出入小区
不得不先从西二路的非机动车道
上行驶，再从别的路口绕行上西

二路。记者现场观察，不到五分钟
的时间，有十几辆机动车进出该
条路。家住供销小区的李先生告
诉记者：“公交车站正好设在了路
口，眼看着大路不能走，我们几个
小区内有几百辆车，都得先走西
二路非机动车道，再绕行上西二
路，要多跑七八百米，十分不方
便，到了上下班高峰期，机动车和
非机动车走一块容易出现危险，
有的车辆还会在非机动车道上逆
行 ，走 在 这 条 路 上 就 觉 得 堵 得
慌。”据供销小区另一位黄姓居民
介绍，供销小区只有一个大门，这
条路是供销、金州等几个小区车
辆出行的必经路线，“马路对面的
东利小区路口就开着，我们出行
却很不方便。把站牌向南或者向
北挪一点，再把这条路通开，我们
出行就会方便很多。”

记者针对这一问题咨询了东

营市公交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公交站点确实由公交公司管
理，当初设立公交站点都是经过
多方考察的，更改公交站点位置
也需与多部门协调，该工作人员
同时表示，即便更换公交站点位
置，也需要与园林等各部门统筹
协商。他们将向相关部门反映该
问题，现场查看实际情况。

双节临近，商场购物卡销售处排长队

购物卡实名制有名无实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嵇

磊） 中秋、国庆双节即将来临，
部分商场的购物卡受到市民的
青睐。记者走访东营部分商场发
现，有的商场购卡处排起了长
队。2011年，国家七部委发布规
定，对于购买记名商业预付卡和
一次性购买1万元（含）以上不记
名商业预付卡的单位或个人，由
发卡人进行实名登记，但东营部
分商场购物卡实名制成了摆设。

购物卡销售多

25日上午，记者在东城某超
市购物卡销售处看到，十多名市
民正等候买购物卡，一男市民一
次性购买了20张购物卡，正填写
着单据。

正在排队的王女士说，已经
在这里等了20多分钟了，“马上过
节了，为了表示心意，准备买张
购物卡送给朋友。”记者粗略计
算，短短的20分钟里就有四五名
市民已经购卡成功。购买数量较
多，大多用于单位发福利。

西城济南路附近某商场工
作人员介绍，到了过年过节的时
候，销售的购物卡就比较多，“这
两天就有不少市民来咨询购买
购物卡的事宜。”记者在采访中
发现，部分商场对前来购买购物
卡的市民即进行返利销售。东三
路附近的某商场推出活动，购买
不同价钱的购物卡，享受不同的
返利优惠。济南路上的两家商场

是百分之三返利，另一家商场则
是购买一万元的购物卡返 1 0 0

元。

实名登记“有名无实”

记者走访中，发现2011年国
家七部委颁布的购物卡实名登
记，在部分商场内成了摆设，很
多商场都表示发票可以随意开，
只要是商场内销售的商品（除保
修商品）即可。东城东三路附近
的某商场工作人员表示，市民一
次性购买两千元以上或者购买
单张一千元购物卡累计达一万
元的市民，需要出示身份证登
记，购买五万元以上的购物卡需
要用银行卡刷卡，不接受现金支
付。

记者走访的西城济南路上
的三家商场中，只有一家商场要
求市民在购买购物卡时需要实
名制登记。另外两家商场的工作
人员表示，不管购买多少钱的购
买卡，都不需要登记，都接受现
金支付。

记者了解到，2011年5月份，
国家工商总局等7部门联合下发
了《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
意见》，要求一次性购买 1万元

（含）以上的不记名商业预付卡
的单位和个人需实名登记；单位
一次性购卡金额达5000元（含）以
上或个人一次性购卡金额达5万
元（含）以上的，通过银行转账方
式购买，不得使用现金。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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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走访时了解到，随
着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到过年
过节后，礼品回收店的生意都会很
火爆，但商家在礼品回收时，一般
不会咨询礼品的来源。东营工商部
门、律师建议礼品回收时，商家咨
询好礼品来源，以防不明来源商品
进入市场。

西城济南路附近的某礼品回
收店的工作人员介绍，现在有市民
来咨询一些礼品回收的情况，等过
完中秋节后，出售礼品的市民更
多，“购物卡、烟、酒等礼品都可以，
只要能验明礼品是真品就行。”记
者电话咨询了西城另一家礼品回
收店，一名工作人员说，涉及到市
民隐私，一般情况下不会询问礼品
的来源，只要是礼品的真伪没问题
就行。

东营市工商局的工作人员表
示，建议礼品回收店在回收礼品时，
最好能询问清楚礼品的来源，以防
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山东德文律
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表示，如果礼
品收购店收购到通过不法渠道的商
品，根据情况，可能会担负一定法律
责任。

（本报记者 嵇磊）

相关链接：

“礼尚往来”

催热礼品回收

本报9月27日讯 (记者
嵇磊 段学虎 ) 27日，

记者从黄河三角洲动物园
了解到，正在建设中的动物
园国庆期间将免费向市民
开放，并将举行动物试展。
目前已有袋鼠、斑马、羊驼
等数种动物入住园区，国庆
期间仍将有数种动物陆续
进园。将为市民节日出游提
供又一个好去处。

据黄河三角洲动物园
工作人员介绍，动物园国庆
长假期间将进行园内动物
试展，长假期间免费向市民

开放，供市民参观游玩。目
前园区内已有斑马、羊驼以
及四种袋鼠等动物入住，国
庆长假期间仍将有其他动
物陆续到园。在动物园内，
市民将能欣赏到珍惜的异
域动物。长假期间，动物园
成了市民城内游的一个好
去处。

黄河三角洲动物园位
于顺河路 (沿广利河北岸 )

与东青高速交汇处向南200

米，由于目前尚未开通去往
动物园的公交车辆，市民可
选择自驾或打车前往。

黄河三角洲动物园

“十一”免费开放

爬山的好季节

购物的好时机

中秋国庆双节，难得
八天长假，怎能宅在家？
想要享受山风流水？还想
快乐购物？那就出发吧。
背上行囊，或团伙结伴，
或 一 个 人 上 路 ，纵 横 南
北，赏金秋美景，名山、名
水、名城，就在那里等着
你。

爬山好季节

蒙山，位于山东省蒙
阴县南部，1 9 9 9年经中国
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监
测，景区内空气中负离子
含量每立方厘米 8 5 4 1 6 7

个，为北京地区的195倍，居
全国之首。被誉为“天然氧
吧”、“超洁净地区”，成为

“中国最佳绿色健身旅游胜
地”。秋季是爬山的好季节，
如果您想运动一下，不妨来
蒙山“吸吸氧”。

下了蒙山，建议您到
天上王城瞧一瞧。天上王
城景区利用纪国历史遗
迹，恢复两千年前的纪国
王城，为您展示周礼中的
礼 、乐 、射 、御 等 文 化 体
系 ，建 成 王 城 文 化 体 验
区 ；利 用 密 林 、峭 壁 、洞
穴、古树、名木、泉水等资
源建成奇崮风貌观赏区；
利用山村民居和古朴的

民风、民俗资源建成山崮
民情体验区；利用现有农
田和林果资源，建成生态
田园生活体验区；利用崮
崖地势、自然环境等资源
设置滑翔伞、攀岩、狩猎
等户外运动项目，建成户
外休闲运动区五大功能
区，包含大大小小6 0多处
景点，30多处历史遗迹。

购物好时机

众所周知，中秋、国
庆双节长假，大大小小的
商场都会开始打折促销。
如果您喜欢购物，不妨去
招远皮革城逛逛。招远皮
革城位于胶中半岛核心
地区，招远市温泉路新城
商圈主要地段，是山东专
业市场最具活力的标志
性建筑。皮革城经营楼层
5层，建有 2 0 0 0个车位的
大型停车场。内部装修高
雅、美观，拥有 1 2部高级
进口自动扶梯。最重要的
是 ，“ 双 节 加 强 周 ”去
s h o p p i n g最合适不过了，
本来招远皮革城的商品
就是厂价直销，过节更是
折扣连连，东营市各大旅
行社都有直达班车，当天
来回，非常方便。 (本报
记者 任小杰 )

西西二二路路东东侧侧的的
公公交交站站牌牌正正好好设设在在
了了路路口口，，供供销销小小区区、、
金金州州小小区区等等几几个个小小
区区车车辆辆只只能能绕绕行行非非
机机动动车车道道。。 本本报报
记记者者 段段学学虎虎 摄摄

从附近小区拐出来行驶在
非机动车道上的车辆。 本报
记者 段学虎 摄

动动物物园园

双双节节““加加强强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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