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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跑社区

普普照照寺寺路路路路边边冒冒出出这这么么多多淤淤泥泥
环保部门：正在清理管网，淤泥只能晚上运走，请大家理解

本报泰安9月9日讯(见习记
者 胡阳) 9月9日上午，有居
民反映普照寺路南段东侧施工
现场臭气熏天，附近居民都不
敢开窗户。工程负责人说，现在
集中整治污水管网，管道施工
需要20天左右完成，希望得到
居民理解。

9日上午，王女士拨打本报
热线反映，普照寺路与广生泉
路路口以南的施工现场，有人
倾倒下水道的淤泥，“太臭了，
不敢开窗户通风。一开窗家里
全是臭味，几天散不掉。”

记者在普照寺路东侧施工
现场看到，工人正从下水道里
一车一车地拉出淤泥倾倒在路
边，并用铁皮墙围了起来。“环
保局准备集中整理污水管网，
全部接到政府管网里去。之前
的管道里淤泥，最深的有1 . 6米，
脏水还是流动的，只能靠人工
一车一车先把淤泥清出来。”施
工现场的工程监理人员说，这
条老下水道从煤矿疗养院开
始，途经金山路，一直到普照寺
路，管道长度有1000多米，下水
道是露天的，全部用水泥板盖
住，没有流到政府管网，都进了
梳洗河里。

“整理管道必须要先清除
里面的淤泥，白天市区大车进

不来只能先倒在这里，我们保
证淤泥是一天清理一次的，不
会堆积到这里。每天晚上都会
安排车辆来这里拉运淤泥，白
天也有环卫用洒水车冲刷这里
的地面。”现场的工程负责人
说，现在的老下水道不是密封
的，天热了也很味，整理大约需
要20天左右的时间。施工前走

访了附近的居民，居民都表示
支持，有的人没有问询到可能
当时家里没人，有味道只是暂
时的，希望居民理解。“等把管
道换成了密封管道，味道也就
没有了，新换的管道全部接到
了政府管网，梳洗河的环境和
水质也会改善。”

本报泰安9月9日讯(记者
曹剑 通讯员 张侠 孙风超)

8日，一辆河南牌照轿车的驾
驶员看见交警查车，停路边装作
找东西，交警检查发现原来该车
行驶证竟然是伪造的。车窗上的
年检标志一片空白，该车脱审两
年，被依法暂扣。

8日下午2时左右，在S243省
道大津口岭路段，一辆由南向北
行驶的银白色轿车，见前方有交
警查车，忽然把车停在路边。五
大队大津口中队执勤交警驱车
上前询问情况，驾驶员下车后打
开自己的后备箱说是找东西，执
勤民警要求该驾驶员出示驾驶
证及行驶证，然后再让该驾驶员
将车开到前方检查点接受检查。

交警在检查该车辆的行驶证
时，发现该车辆审验有效期为2013

年的2月份，已经脱审。细心的交
警还发现，该车行驶证的检验章
字迹模糊且章外缘的直线不平
整，即判断为伪造、变造的行驶
证。该车贴于车窗右上角的2013年
的检验标志也是一片空白。经上
网查询，这辆河南籍车辆的检验
有效期实际为2011年的2月份。

驾驶员张某为东平人，持有
B2证。执勤民警询问张某车辆
情况，张某称是开的别人的车不
知道是什么情况。该驾驶员因使
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行驶证，
将面临罚款2000元，记12分并处
十五日以下拘留，收缴行驶证及
扣车等待处理。

本报新泰9月9日讯(记者
王伟强 通讯员 李振东 张
新君) 为帮助今年特困高考新
生顺利入学、完成学业，6日，新
泰市发放2013年度救助特困高
考新生资金，共发放善款33 . 2万
元，救助特困高考新生146人。

6日上午10点，新泰市举行
2013年度慈善救助特困高考新
生资金发放仪式。宣读救助特困
高考大学新生名单后，贫困学生
代表分两组上台领取助学金，被
救助学生代表和家长代表发言。

新泰一中高三毕业生张凤

云，以597分的成绩考入湖南师
范大学。父亲外出打工意外受
伤，造成腿部残疾，失去劳动能
力，所有的生活重担都压到母亲
一个人身上。为了供应她读书，
家里欠债不少，大学学费让一家
人犯了愁。“感谢市慈善总会及
社会各界的好心人，我一定不会
让大家失望，回报恩人，回报社
会，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张凤云感激地说。

新泰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介
绍，为贯彻慈善总会“扶贫济
困、安老救孤、赈灾助医、兴善

助学”的慈善宗旨，充分体现人
文关怀、爱才重教、社会公平，
帮助今年特困高考新生顺利入
学，新泰市慈善总会研究确定

《2013年新泰市慈善救助特困
高考新生实施方案》，继续开展
救助特困高考新生活动，今年
新泰全市共救助特困高考新生
146人，总发放金额33 . 2万元。
其中，对20名城乡低保困难家
庭本科新生按照省民政厅的要
求，每人救助4000元，由省慈善
总会救助每人2000元，新泰市
慈善总会配套救助每人 2 0 0 0

元；对126名其他困难家庭高考
新生救助标准为每人2000元。
救助的这些特困高考新生，经
过逐级上报、层层把关，严格审
核确定。

“从2006年新泰市开展慈善
救助特困高考新生活动以来，爱
心助学之旅已经进入第8个年
头，先后将1700多名贫困学子送
进大学校园，累计资助金额达
360多万元。”该工作人员说。

新新泰泰114466名名贫贫困困大大学学生生
带带着着助助学学金金进进校校园园

淤泥直接倾倒在人行道附近。本报见习记者 胡阳 摄

贫困学生代表上台领取助学金。 本报通讯员 张新君 摄

持假行驶证开脱审车
路遇交警不敢上前

本报泰安9月9日讯(通讯员
刘小海) 四川小伙陈某和邻

居发生纠纷，用砖头将人打成轻
伤后，潜逃到泰安。在网吧看到
民警来巡查起身就走，民警发现
他只上了两分钟，知道他心虚，
将他抓获。

8日，财源派出所派民警在
辖区巡逻时，到一网吧里巡查，
看到一小伙儿表情紧张，也不下
机，起身就离开网吧。民警一查
他上网记录，发现他刚上机2分
钟。民警立即追赶，在一小区内

将正要躲藏的嫌疑人陈某抓获。
经审讯，陈某今年6月份回

老家时，和邻居发生争执，借着
酒劲用砖头将对方打伤，后被公
安机关鉴定为轻伤。陈某潜逃来
到泰安，把电话号码和暂住地都
换了，也不和家人联系，平时下
班后就躲在租住地不出门。

3个月来，陈某没感觉没被
发现，就出来上网，没想到遇到
民警巡逻，目前他已被刑事拘
留，并移交四川警方进一步审
理。

拿砖头打伤邻居
逃了三个月被捉

由于旁边有施工项目，泰山大街通往望岳C区的路上搭起了防
坠棚，墙上写着“施工有坠物危险！严禁停车逗留！”防坠棚下仍停放
了不少私家车，有的车挡风玻璃上都有了一层沙土。

本报见习记者 胡阳 摄

偏往这里停

9 . 10影讯

先锋影城

《极乐空间》
片长109分 票价50元 10:30 13:00
13:50 15:40 16:40 19:30 20:40

《被偷走的那五年》
片长111分 票价50元 10:50 12:00
14:20 16:10 18:40 20:20

《了不起的盖茨比》3D 片长141分
票价60元 10:00 12:40 15:20 19:50

《侏罗纪公园》3D

片长126分 票价60元 09:40 12:20
14:40 17:20 20:10

《时光恋人》
片长89分 票价50元 15:00 19:00

《4B青年之4楼B座》

片长94分 票价50元 11:10 17:00

《古镇凶灵之巫咒缠身》
片长90分 票价50元 13:20 21:00

《怪兽大学》3D

片长104分 票价60元 18:00

《海啸奇迹》
片长113分 票价50元 18:20

地址：东岳大街81号银座商城(中心
店)6楼
影讯热线：8226607

奥莱影城

★《侏罗纪公园》3D
10:20 14:40 17:30

★《怪兽大学》3D 12:40 19:00

★《被偷走的那五年》 09:40 11:50
14:00 16:10 18:20 20:20

★《极乐空间》 10:50 12:10 14:20
16:30 18:40 19:50 20:40

★《海啸奇迹》

09:20 11:30 13:40 17:00 21:00

★《超级经纪人》 15:30

★《花漾》 15:50

★《了不起的盖茨比》3D 13:00

★《4B青年》 17:40 19:30 21:20

◆奥莱影城护照申领方法：
1、30元购买。2、会员卡500积分+10元
换购。3、两张集章卡共集齐五个不
同的章可换领(截止至9月30日)。4、
贵宾卡一次充值500元可获赠送一
本。5、单张会员卡积分1000分以上
的 会 员 即 可 1 积 分 申 领 。详 询 ：
6119898

◆更多影讯和活动请关注我们的
微信号：Ao-lai

新浪微博：@泰安奥莱影城
◆影讯热线:0538-6119898

◆影迷QQ群：160216274

圣大电影城

《侏罗纪公园》3D 片长115分钟
票价50元 10:35 12:40 15:15 20:05

《怪兽大学》3D 片长100分钟
票价50元 18:20

《极乐空间》
片长100分 票价40元
10:00 15:35 19:40

《古镇凶灵》 片长90分 票价40元
11:45 17:25 21:25

《被偷走的那五年》片长105分 票
价40元 09:50 13:25 16:30 18:55

《超级经纪人》
片长100分 票价40元 11:40 14:45

《了不起的盖茨比》片长135分 票
价50元 13:15 17:20 20:45

圣大影城QQ群：225369063

地址：卜蜂莲花超市北门
影讯热线：8665555

影城招聘女员工
联系电话：18653825577(于经理)

七乐彩 第2013Q105期
02 07 08 09 12 21 24/04

23选5 第2013W245期 07 13 16 20 22
3D 第2013D245期 742

双色球 第2013S105期
01 11 23 27 31 32/09

(孙思荣)

大乐透 第13105期
07 13 27 30 34+01 12

排列三 第13245期 3 0 4

排列五 第13245期 3 0 4 3 7 （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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