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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章丘

章丘大站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开工

大大站站水水库库防防洪洪提提至至千千年年一一遇遇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济南10座大中型水库分别
为卧虎山水库、锦绣川水库、狼
猫山水库、大站水库、杜张水
库、垛庄水库、杏林水库、石店
水库、崮头水库、钓鱼台水库。
其中位于章丘市的为垛庄水
库、杏林水库、大站水库、杜张
水库。

垛庄水库，又名海山湖，位
于章丘市垛庄镇垛庄村南的
秀源河上游，流域面积56平方
公里，总库容1277万立方米，
水库于1966年10月开工至1968

年8月竣工。垛庄水库地处群
山环抱之中，山清水秀，景色
优美，交通方便，物产丰富，所
产鲤鱼、罗非鱼远近闻名。

杏林水库，位于普集镇杏
林村东、胶济铁路北1 . 5公里
的东巴漏河干流中游。总库容
10l0万立方米，流域面积180 . 2

平方公里。1970年10月建成竣
工。设计灌溉面积1360公顷，
有效灌溉面积666.7公顷。

杜张水库位于章丘市龙山
镇杜家村西，东西巨野河汇流之
处。流域面积226平方公里，总库
容1148万立米，兴利库容440万立

米。水库始建于1957年，1959年扩
建为中型水库，灌区设计灌溉
面积1500公顷。杜张水库南岸是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子
崖遗址所在。

据了解，章丘市的四大水
库主要承担着防洪、灌溉的作
用，“目前，并不承担着章丘市
的供水功能。”目前，章丘市区
的集中供水全部为优质地下
水，主要来自白泉泉域的圣井
水源地和百脉泉泉域的贺套
水源地。

据了解，目前章丘市境内
最大的水库为南水北调工程—
东湖水库，水库位于小清河与
白云湖之间。水库设计库容5377

万立方米，主要功能是调蓄南
水北调东线分配给济南、章丘、
滨州、淄博等城市的用水量。东
湖水库于2009年12月31日开工建
设，已经建成并蓄水。

南水北调东期于年底明
年初通水时，会有长江水大
量来到东湖水库，东湖水库
每年能向济南市区供长江
水4 0 5 0万立方米，向章丘市
供长江水1700万立方米，向
滨 州 、淄 博 两 地 供 长 江 水
2347万立方米。

本报10月14日讯 (见习记
者 支倩倩) 10月13日，由章
丘市绣惠镇中心中学和北大邦
越济南LP68全体义工主办的

“爱久远，梦飞翔”大型手拉手
公益活动在绣惠镇中心小学举
行，学生、家长、教师和义工共
300多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活动在欢快的音乐声中开
始，学生、家长、老师在义工的
带领下踏着音乐的节拍，手拉
手围成圈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该活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举
办这样的活动就是希望参与者
能真诚沟通，用心体验，收获人
生最有价值的东西。”

活动以游戏的形式进行，
大家积极参与了“打招呼”、“石
头剪刀布”、“爸爸回来了”、“蓝
丝带故事”、“火炬交接”等活动
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参
与活动的LP68义工们、老师们、
家长们脸上都挂着晶莹的泪花，
心灵震颤溢于言表。此次活动更
触动了学生们的心灵，让他们以
全新的视角、怀着一颗感恩的
心，去面对那些关心和呵护他
们成长的人。

据了解，参与活动的LP68
义工们为部分困难学生提供了
奖学金、书籍和书包等上万元
的物资。

“爱久远 梦飞翔”公益活动进校园

章章丘丘共共有有44座座中中型型水水库库
还有东湖水库，向济南章丘等供长江水

10月8日，济南十大水库
之一的章丘大站水库除险加
固工程已经开工，预计于2015
年3月完工。7月底，大站水库，
受强降雨影响，水库西副坝
出现险情。改造后，水库防洪
标准将由不足500年一遇提高
到1000年一遇，将保障下游沿
岸30万人口和40万亩耕地防
洪安全，提升绣源河景区景
观质量。

本报记者 蒋龙龙

48年老水库

汛期坝体裂缝
据了解，大站水库位于章丘

市绣源河下游，属小清河水系，是
济南市十大水库之一。水库始建
于1965年，控制流域面积440平方
公里，总库容2233万立方米，兴利
库容961万立方米，是一座以防洪
为主，兼有旅游、灌溉、养殖、供水
等多种功能的重点中型防洪水
库。

因工程设施老化，大站水库
存在防洪标准低、工程老化、坝基
渗漏等诸多安全隐患，防洪能力
达不到国家标准，不能正常蓄水
兴利。7月底，受强降雨影响，水库
西副坝出现坝体裂缝，坝坡存在
滑坡隐患。截至7月29日上午8时，
大站水库蓄水量580万立方米，比
去 年 同 期 4 1 2 万 立 方 米 多
40 . 77%，水位已达75 . 22米，超出
汛中限制水位74 . 50米0 . 72米，
形势较为危急。

降低蓄水位

封闭隐患部位
济南市防办接到汇报后，立

即组织市防汛专家组到大站水库
进行勘查。经现场查勘和商讨分
析，认为大站水库西副坝裂缝主
要是受近期强降雨及坝后护坡贴
土影响出现，水库险情在可控范
围之内。

济南和章丘水利部门立即采
取措施，控制险情。相关部门迅速
降低了蓄水位，将水位降至安全
蓄水位以下，并封闭西副坝隐患
部位交通，防止因震动扰动坝体，
并迅速对隐患部分进行防雨覆
盖，避免再受降雨浸泡。

据济南市水利局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水利部门采取措施后，
迅速控制了险情。大站水库除
险加固工程早已经列入国家治
理计划。根据计划，汛后就开始
组织实施，工程完成后隐患将
彻底解除，并达到国家规定的
防洪标准。”

大站水库的溢洪闸。 济南市水利局供图

相关链接

手拉手公益活动进学校。 见习记者 支倩倩 摄

10月17日，以打造东方日内瓦
车展为目标的2013中国杭州国际汽
车工业展览会，将于杭州市国际会
展中心盛装启幕，众多主流车企将
悉数亮相，为华东地区呈献一场汽
车界的饕餮盛宴。

气韵不凡，

名图驱动中高级车新时代

随 着 上 市 日 期 的 临 近 ，
MISTRA名图的神秘面纱也一步步
揭开。继上海、成都车展亮相引发强
烈关注后，这款专为中国市场“量身
打造”的全新中高级车，将首次出现
在杭州车迷的视野当中。

名图定位为“驱动新时代的中
高级座驾”，是北京现代继第八代索
纳塔之后推出的又一款全新中高级

轿车。在倡导简约理性、适度消费的
新时代潮流下，名图将目光瞄准“新
时代的都市实尚派”这一既拥有实力
和实干精神，同时又兼具潮流风尚的
人群，他们主要集中于35岁左右的社
会中层阶级，能力突出，热爱家庭，是
社会和家庭的中坚力量，名图以它沉
稳内敛、大气简约的产品特质，正满
足和引导这一人群的需求。

在设计上，名图以现代汽车最
新的“Storm Edge”(风暴前沿)理念
贯穿，并融入现代汽车集团首席设
计总监、世界著名设计师彼得·希瑞
尔的全新设计理念，打造出沉稳而
不乏时尚，简约而不失灵动的设计
风格，与目标消费人群实力与风尚
兼具的风格和谐统一。

名图2770mm的超长轴距打造
的宽大舒适的驾乘空间，高达526L

的后备箱容积，实现了舒适性与便
利性的结合，完美满足消费者全方位
的需求。名图仍将延续北京现代一贯
的高配置特点，针对中国消费者的喜
好增加多项便利和高科技配置，体现
出十足的豪华感。动力方面，名图体
现了典型的适用主义，配备1 . 8L和
2 .0L两款发动机，与原有中高级车多
采用2.0L和2.4L动力系统相比，名图
着力体现节能低耗与驾乘乐趣的兼
备，倡导低调简约的生活方式。

名图与第八代索纳塔同为北京
现代中高级车，但两者定位各有侧
重，它们分别面向中高级车市不同的
消费人群，以满足消费者不断细分的
个性化需求。与第八代索纳塔相比，
名图更为沉稳内敛、大气简约，目标
人群也更加理性睿智、大气稳重，而
第八代索纳塔的目标人群则较为感

性激情、时尚乐观。名图上市后，将把
目标对准中高级车新的细分领域“新
兴价值市场”,与第八代索纳塔主攻

“个人高端”细分市场形成侧应，形成
差异化的布局和集团作战能力，大大
增强在中高级市场的竞争力。

多款热销车型品质升级，

北京现代“新”意十足

除了重磅新车“名图”外，北京
现代去年上市的全新胜达和朗动，
以及今年改款的热销车型新ix35、
2013款第八代索纳塔、新途胜等也
将悉数登场，通过改款对产品进行
全面的品质升级，“新”意十足。

改款后的新ix35对外观、内饰、
驾乘舒适度等方面进行了多项强化
升级，并新增3款车型，将基本车型

由6款增加到9款。外观家族特征更
为明显，设计更加动感、时尚。同时，
新款ix35还对内饰进行了针对性改
进，大幅度提升高级感，还提升了乘
坐舒适感。与老款相比，2013款ix35
从内而外更加完美。

2013款第八代索纳塔和新途胜
同样也是今年4月推出的全新改款
车型。第八代索纳塔在对内饰外观
进行了多项升级的同时，增加了两
款中低配2 . 4L车型，使2013款第八
代索纳塔的2 . 4L车型达到四款，产
品组合更为完善；另一款经典SUV
新途胜也通过18项升级，安全舒适
性也得到了全面提升。

多款车型的升级，不但促进了
北京现代旗下车型品质的提升，更
体现了北京现代及时响应市场需
求，不断追求完美的态度。

MMIISSTTRRAA名名图图蓄蓄势势待待发发
携北京现代全系车型登陆2013杭州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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