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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大观峰

不不合合““国国四四””标标准准汽汽车车停停止止销销售售
环保“黄标”车全市约有三四万辆，年底前淘汰能拿补贴

本报泰安10月9日讯(记者
侯峰) 近日，山东省决定实

施黄标车提前淘汰补贴政策，
最高补贴达1 . 98万元，记者从
泰安市环保局获悉，目前泰安
市相关细则还在制定中，不少
黄标车其实处于空置状态，不
满足国四标准要求的压燃式
轻型汽车今年不得销售和注
册登记。

据了解，根据黄标车的车
型和使用年限，分4个时段给
予差别化补贴：2013年10月1日
至2013年12月31日，按补贴标
准的110%执行；2014年1月1日
至2014年6月30日，按补贴标准
的100%执行；2014年7月1日至
2014年12月31日，按补贴标准

的90%执行；2015年，按补贴标
准的80%进行补贴。以后年度
不再补贴。在今年12月31日前
淘汰的黄标车，按照车型可获
得0 . 22万元到1 . 98万元不等的
财政补贴。

“现在泰安市的实施细则
还没有出台，相关的标准还需
要等待。”泰安市环保局工作
人员称，可获得补贴的黄标车
是指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不含
青岛 )注册登记，经环保检验
合格，低于国家机动车排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的汽油车、柴油
车，但不包括三轮汽车、摩托
车和低速货车。

“比如2000年、2001年之前
生产的轻型汽油车基本上就

是黄标车，但是能不能贴上黄
标，还要看生产年限、燃料种
类等多种指标，如果补贴的必
须是经环保检验合格，贴上黄
标的车。”

目前，在泰安市凡不满足
国四标准要求的轻型汽油车、
两用燃料车、单一气体燃料车
和压燃式汽车已经不得销售
和注册登记，外地不符合“国
四”标准的车辆，将不予办理
机动车转移登记手续，环境保
护行政管理部门不予核发机
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从今
年7月1日起，不满足国四标准
要求的压燃式轻型汽车也被
禁止销售和注册登记。所谓压
燃式汽车是指燃用柴油的车

辆，压燃式轻型汽车是指载重
3 . 5吨以下的燃用柴油的车
辆。

据了解，根据车辆注册
登记的车型型号和尾气排放
环保检验合格情况，分为环
保检验合格绿色标志和黄色
标志两种，目前泰安黄标车
约有三四万辆。泰安市环保
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除
了一些还在使用的货车和客
车，不少的黄标车其实已经
不再使用，“有些车主就光审
车时开出来一会儿，平时就
放置在小区的停车位上，用
来占位置，这也是我们进行
清理的重点。”

本报泰安10月9日讯(记者
王世腾) 9日，受南方台风

“菲特”影响，经停泰山火车站
的3趟列车晚点3小时以上，其
中宁波东到长春的K76次列车
晚点5个小时。车站免费为路途
近的乘客改签，引导乘客上车。

9日，在泰山火车站北去
的候车厅里，四排座位上仅坐
着近百位乘客，与前几日国庆
假期期间乘客挤满候车厅相
比显得冷清许多。候车厅公告

牌排上显示温州到哈尔滨的
K552次列车晚点3个小时，温
州到北京的K102次列车晚点3

个半小时。“坐车到天津出差，
来了之后才发现列车晚点，都
等了1个小时了。”乘客李先生
说，K552次列车原本9点钟到
泰山站，下午3点半到天津，如
果晚点3小时到了天津就黑天
了。“K76次列车原本8点53分
到泰山，但是到现在也还没有
列车晚点的信息，不知道要晚

几个小时。”乘客王女士说，她
要坐车到沈阳，买的是卧铺，
得从泰安坐15个小时才能到。

“本来想改签个其他的车次，
但是我买的是卧铺，改签的话
得站到沈阳。”王女士说。

泰山火车站相关负责人
介绍，受南方台风“菲特”影
响，在穿越台风影响地区，所
有列车均降速运行，造成经停
泰山站的3趟列车出现晚点，
其中宁波东到长春的K76次列

车晚点时间最长为5个小时，9

日下午2点才到泰山站。“国庆
假期后，车站发送人数变少，
三趟列车每趟车也就10来个
人。”该负责人说，车站对三趟
列车中去往济南、德州、天津
等近途的旅客，免费就近给予
改签，但去往长春、哈尔滨等
卧铺车，许多乘客要一直等到
列车来到，对此车站也加强服
务，列车来了后第一时间让乘
客上车。

本报泰安10月9日讯 (记者
侯峰 通讯员 苏政 ) 9日，泰山
区举办“慈善送关怀”困难老人救
助活动，196名困难老人领到200元
现金和电子血压仪。69岁老人在现
场直言生病是最大的花费，每月
1000元生活费看病占了600元。

据了解，此次救助活动是针对
城乡困难老人开展的专项救助活
动，通过救助以缓解城乡老人生活
困难状况。张鸿博今年69岁，和老
伴一起住在花园社区，两人都没有
收入，全凭每月400元低保金和一
子一女各上交300元度日。张鸿博
说虽然钱不多，但是老两口子平日
里挺节省，吃喝花不了太多钱。
2009年，张鸿博的老伴在下楼梯时
因高血压引起眩晕，摔了下去，腿
别在护栏上折断了。两个子女都是
打工者，还有房贷在身，拿不出太
多钱治疗，在表哥一家的帮助下，
花10多万元进行膝盖骨置换手术，
总算渡过了难关。

据了解，张鸿博患有高血压、
冠心病多年，因为不够报销的标
准，张鸿博的药物都必须自费解
决，一盒只有七片治疗高血压的厄
贝沙坦售价44元，张鸿博一天就得
吃一片，除此之外他还得服用5种
药物。2012年，张鸿博在社区医院
检查出了心律停跳的症状，医生建
议他使用起搏器，但是因为价格昂
贵，至今没有购买。“我们两口一个
月光治病就得花去一多半的钱，一
个月1000元的生活费差不多能花
去600元。”

“这次救助活动，让我看到了
生活的希望，感谢大家的帮助。”张
鸿博说。

泰山区196名老人
领到救助金

本报泰安10月9日讯 (见习
记者 路伟) 10月10日是第18

个“世界精神卫生日”，记者从泰
安市精神病医院了解到，截至目
前，泰安市录入国家重性精神疾
病基本数据收集分析系统的患
者为12861人，占泰安市总人口
的千分之二，其中年龄最小的患
者仅6岁。

泰山区6岁的斌斌(化名)患
有精神分裂症，具体表现为幻
想、妄想，属于重度精神疾病。目
前在家里依靠药物治疗，现在斌
斌仍然在坚持上学，但由于长期
服用药物，产生了副作用，学习

成绩并不理想。
泰安市精神病医院医务部

徐主任介绍，多数患者表现为间
歇性表现正常，50%的精神疾病
患者会反复发作，彻底治愈难度
很大。

徐主任说，精神疾病患者
数量最近几年呈上涨趋势，并
且上升趋势很明显。诱发精神
疾病的原因有很多，情感创伤、
学习压力是造成精神疾病的主
要原因。“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
一般适应能力都不太好，遇到
压力不能释放出来，负面情绪
日积月累，最终患病。”徐主任

说，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有30%是
遗传的原因。

“一些人在职场不顺利，也
有一些人在学校压力大，如果
本身性格内向，适应能力差的
话，很有可能会导致精神疾病
的发生。”预防精神疾病需要各
个方面共同努力，用人单位要
创造和谐的氛围，学校方面要
加强宣传和心理辅导，对于家
庭来说，要努力营造良好的家
庭环境。

“从前年开始，泰安市加大
了对基层精神疾病管理者的培
训，目前，大多数重度精神疾病

患者在社区，基层精神疾病管理
者对轻微的患者进行治疗，将病
情较重的患者送到精神卫生专
科机构治疗，从目前来看，效果
不错。”徐主任说，随着大学生精
神疾病患者增多，今后会加大与
学校的合作力度。

专家提醒，当出现思维混
乱、妄想、前言不搭后语、出现
幻觉，行为方面，懒散、古怪等
症状时，就应该引起重视了。

“比较轻微的病情可以通过自
我心理调节恢复，如果病情重
的 话 ，要 到 正 规 医 院 进 行 治
疗。”徐主任说。

重重度度精精神神疾疾病病患患者者全全市市1122886611人人
专家：患者数量呈上涨趋势，其中三成为遗传

台台风风““菲菲特特””刮刮慢慢经经泰泰三三趟趟列列车车
K76、K552、K102昨日晚点3小时以上

奥莱影城

★《独行侠》 09:40 12:20 13:50
15:00 17:40 20:20

★《盗剑72小时》 21:10

★《极速蜗牛》3D 18:00

★《狄仁杰之神都龙王》3D
11:30 13:00 14:40 15:30 17:10 18:
50 19:50

★《逃出生天》2D/3D
10:00 12:40 16:40

★《蝙蝠别墅》 21:30

★《惊天魔盗团》
09:20 10:50 12:00 14:10 16:20 18:
30 19:30 20:40

◆奥莱影城护照第一批开始限
量发售！第一批办理的顾客将
会盖一个护照首发章，影城前
台办理进行中！
办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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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滴月饼小伙伴们都吃腻
了吧，来奥莱影城送彩票啦！
★购买任意套餐+1积分送5元
刮刮乐一张！
★购买任意卖品(面巾纸除外)
+1积分 送2元刮刮乐一张！限
量1000张！(此活动仅限贵宾卡)

★活动时间：9月19日至9月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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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10影讯

快乐小公主
HELLO，我是小公主漫熙，今年一岁四个

月了，每次出去玩大家都以为我是男孩子，其实我
是一个小公主，别看我现在是有一岁四个月，但是
我会的东西可多了，唱歌、踢腿，自己玩游戏。对
了，我最喜欢跳舞了，每当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
禁地跳舞，而且可以变换不同的动作，我现在会说
的话可多了，大家都经常夸我聪明呢。

父母寄语：漫熙，你是上天送给爸妈最好的礼
物，你快乐所以我们快乐，爸爸妈妈爱你。

“宝贝聊天”故事要求在200字以内。父母还可
以附上寄语。读者发送照片和文字时，请附上宝贝
个人小资料(姓名、性别、出生年月、联系电话等)。
可发送邮件到q1wbjrta@163 .com，咨询热线：0538
-6982110。

姓 名：姚漫熙 性别：女

出生日期：2012 . 5 . 28 爱好：跳舞

困难老人在等待领取救助金。
本报记者 侯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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