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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影讯

先锋影城

《毒战》
片长 108分钟 票价50元
10:00 11:00 12:20 14:20 15:50
17:00 18:10 19:10

《北京遇上西雅图》
片长 123分钟 票价50元
9:40 10:40 12:00 13:20 14:40 16:
30 19:40

《厨子戏子痞子》
片长 108分钟 票价60元

10:20 12:40 15:10 17:30 20:30

《魔境仙踪》3D
片长 130分钟 票价60元
13:00 15:30 20:10

《楼》片长85分 票价50元
11:30 16:10 18:40

《止杀令》
片长 108分钟 票价50元
13:50

《笑功震武林》
片长90分钟 票价50元
21:00

地址：泰安市东岳大街81号
银座商城(中心店)6楼

影讯热线：8226607

奥莱影城

正在热映:
杜琪峰、韦家辉联手古天

乐、孙红雷打造国际范缉毒电
影:《毒战》;
黄渤、刘烨联手张涵予三个男
人卖笑救国:《厨子戏子痞子》;
魔法师奥斯卡被龙卷风带到
奥兹国的奇幻旅程 :《魔境仙
踪》3D;
汤唯和吴秀波在西雅图相遇，
演绎出一段曲折而充满浪漫
和欢乐的爱情故事 :《北京遇
上西雅图》;
丘处机以70岁的高龄远赴蒙
古为民请命，劝成吉思汗少杀
无辜的故事:《止杀令》;
黄秋生主演，真实再现一代宗

师叶问晚年的故事:《叶问:终
极一战》！

详询奥莱影城的微博(泰
安奥莱影城)、微信(Ao-lai)、
时光网！
地址:泰安市泰山大街东段

银座奥特莱斯4楼
影讯热线:6119898

奥莱影城新浪官微(泰安
奥莱影城)各种互动正在进行
中，各种礼物等你拿，敬请关
注！
奥 莱 影 城 官 方 Q Q 群 ：
160216274(总群)不定期组织各
种活动！
官方微信：Ao-lai！微信观影
团，活动多多，敬请关注！

大乐透 第13036期 08 12 32 33 35+03 05
排列三 第13084期 1 2 5
排列五 第13084期 1 2 5 9 2
22选5 第13084期 03 05 09 20 21 （刘来）

七乐彩 第2013036期 01 05 12 17 20 23 27/09
23选5 第2013084期 04 07 13 15 16
3D 第2013084期 721
双色球 第2013036期 04 05 09 27 29 31/13 (孙思荣)

本报泰安4月1日讯(记者
王世腾 通讯员 王溪 马波)

自4月4日0时起至4月6日24时，
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费走
泰安境内京台、泰莱和泰新高
速，各收费站免费车道将对小型
客车不发卡抬杆放行。

自4月4日0时起至4月6日24

时止，对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
车免费放行。对于使用不停车
收费系统电子收费的小型客
车，可正常行驶电子不停车收
费车道(ETC)，系统将自动调整
为0元。

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期
间，高速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

站出口车道的时间为准。按照
国家统一要求，免收小型客车
通行费期间，收费站免费车道
对小型客车不发卡抬杆放行，
为平稳过渡，联网收费高速公
路各收费站分别于2013年4月3

日和4月6日的21至24时向小型
客车发放通行纸卡。

本报泰安4月 1日讯 (记者
梁敏 通讯员 黄丽娟 赵玉
刚) 开建“健康主题公园”、设立
慢性病健康俱乐部、开辟“健康楼
道”……近日，泰山区启动“温馨
健康家园”创建活动，在社区营造
健康环境，提高居民健康素质。

4月1日，记者从泰山区了解
到，该区成立创建“温馨健康家
园”工作领导小组，该活动主要内
容包括健康教育巡讲；慢性病患
者规范化管理服务，建立慢性病
个人资料电子档案；开展中医药
保健服务等。

另外，社区还将组织居民健
康知识竞赛，开辟“健康楼道”，在
每一层楼梯口张贴各类“营养菜
单”、“防病健身”和“家庭护理”健
康宣传常识，在楼梯台阶上标识
不同的健康话语。由“楼长”率领
健康教育志愿者，带动身边居民，
积极投身到健康教育活动中来。

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镇卫生院设立慢性病俱乐部，为
患者提供健康咨询、互动交流、自
我管理的场所，推广消除慢性病
危险因素的生活方式，逐步规范
慢性病管理。

泰山区创建

温馨健康家园

4日0时至6日24时泰安境内三条高速

7座以下(含7座)客车免费通行

格市区天气

4月2日，晴到少云，降水概率
10%。最低气温：3℃左右，有霜冻。

4月3日，晴间多云，降水概率
20%。最低气温：5℃左右，有轻霜
冻。

4月4日，多云，降水概率30%。
最低气温：8℃左右。

格泰山景区4月2日天气

南天门：晴到少云，降水概率
10%，气温:-4～8℃。

中天门：晴到少云，降水概率
10%，气温:-3～10℃。

桃花源：晴到少云，降水概率
10%，气温:-2～11℃。

后石坞：晴到少云，降水概率
10%，气温:-2～11℃。 (曹剑)

齐鲁晚报今日泰山微信平台使
用办法：扫描二维码或搜索微信号：
qlwbjrts，关注今日泰山。本报将每日
免费向您的手机推送热点新闻。您
也可通过微信平台提供新闻线索，
欢迎您的加入。

市政协确定十件重点提案
本报泰安4月1日讯(记者

邢志彬 通讯员 孙文献) 4月
1日，泰安市政协确定了今年主
席会议督办的十件重点提案。其
中《关于加快我市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的建议》被列为市政协一号
重点督办提案。

泰安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
议，共收到提案352件。经泰安市
政协提案委员会审查，共立案279

件。经市政协研究，确定其中十
件作为今年主席会议督办的重
点提案。提案涉及文化旅游、水
源地建设、招商引资、工业经济、
生态城市建设、保障性住房建
设、城区学校建设、养老服务建
设、停车场建设等多个关系民生

的热点领域。
十件重点提案：张甲太、王波

委员提出的《关于加快我市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的建议》，该提案被
列为市政协一号重点督办提案。
承办单位为市旅游局、泰山管委、
市规划局、市住建委、市交通局。

李玉洋、英玲、张建忠等8名
委员提出的《关于将新泰东周水
库作为泰城应急水源地的建
议》；民进泰安市委提出的《关于
建立和完善招商引资考核奖励
机制的建议》；苏雪峰、孙圆景委
员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我市工
业转型升级的建议》；民盟泰安
市委提出的《关于发展循环经济
建设生态泰安的建议》；王成金、

钱涛、曲惠菊、杨淑芳委员提出
的《关于加快推进普通商品房配
建保障性住房的建议》；王昌元、
王善美委员提出的《关于优化布
局强力推进加快城区学校建设
的建议》；张玲、毕国栋等委员以
及民盟泰安市委、民建泰安市
委、九三学社泰安市委、民革泰
安市委联合提出的《关于推进我
市社会化养老服务建设的建
议》；英玲、徐海立、崔拥军等10

名委员提出的《关于加强规划推
动泰城公共密集区停车场建设
的建议》；汤建泉委员提出的《关
于整合政产学用优势打造矿山
及配套特色产业的建议》。

本报泰安4月1日讯(记者 邵
艺谋 实习生 李亚宁) 清明、

“五一”小长假马上来临，数万名游
客即将涌入泰山景区。记者从泰山
管委了解到，景区健全客流量预
警、信息发布、政策调控等假日旅
游工作机制，并将在4月份新建五
松亭到中天门停车场的分流盘道。

记者从泰山管委了解到，为迎

接今年清明、“五一”及其它长假，
泰山管委制定更为周密详细分流
预警机制。今年全年计划规划实施
大龙峪至五松亭分流盘道、中天门
索道候车长廊等建设，采取工程措
施疏通旅游高峰期游客短时拥堵
的“卡脖子”地段。目前，五松亭至
中天门停车场分流盘道即将开工
建设，建成后将有效分解中天门停

车场周边的客流压力。
目前，赤鳞鱼博物馆的建成、

封禅大典实景演出季开始以及泰
山东街主体竣工，都将带动游客
从桃花峪和天烛峰两个进山口分
流上山。

去年“十一”长假，泰山景区
游客接待量和进山进景点人数均
创下历史最高纪录，10月2日14点

至10月3日14点,泰山景区接待进山
进景点游客92388人,其中进山游客
81781人,创下历史最高纪录。10月2

日11点以后，景区发布“泰山目前
游客量较大、基本饱和 ,11:30至13:
00暂停出售进山票”等四条预警
信息，并决定暂停售票谢客，在国
内景区第一个采取限制进山游客
数量措施。

五松亭到中天门建分流盘道
今年假日游泰山将更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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