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学生生证证充充磁磁凭凭啥啥要要收收77块块钱钱
泰山学院：充磁不需另交费，谁在乱收费学校会调查

C08 2013年10月24日 星期四

编辑：侯海燕 组版：张祯

今日泰山

城中事

本报泰安10月23日讯 (记
者 陈新 ) 泰山学院学生反
映学校学生证充磁需要交钱，
记者采访中发现，该项收费比
较乱，有的学生说收费了，有
的学生说没收。该校学籍管理
科老师说，学生证充磁不交
钱，如果谁收了学生的费用可
以找他们退款。

“泰山学院这边学生证上
的磁条充磁需要交钱，不都应
该是免费的么。”有学生向本报
反映。22日，记者来到泰山学院
调查，对于学生证磁条收费的
问题，学生说法不一。记者随机

采访了十几位学生。有学生表
示，学生证充磁每年都要交7元
钱，其中大二美术系的3名学生
说，学生证充磁交7元钱，他们
班每人都交了，由班长代理收
费，然后交到系里。

“我曾在系办公室帮助老
师工作，那里负责学生证充磁
的老师也说要交钱。”一名学
生说道，至于最后钱交到了哪
里，她们均说不知道。该校大
三旅游专业的 2名学生也表
示，学生证充磁每年缴7元钱。
另外2名大二的学生说，新学
年开始时，他们先是交了7元

钱充磁费用，随后又说不收费
了，把钱退给了学生。也有学
生表示，不需要坐火车出行的
不缴费，需要坐火车的缴费7

元。有三四名学生说，他们班
没有收学生证充磁的费用，仅
在大一时交了一次贴磁条的
费用7元钱，之后就没有再交
过钱。

负责学生证充磁的学籍
管理科老师说，购买学生证磁
条需要交钱，但学生证充磁不
收费，也就是说学生证磁条仅
在大一交一次钱，以后免费，
这一点学籍科已经下通知明

确告知。“如果有人借学生证
充磁收取学生费用，学生可以
找收费的人要回。”该负责人
说，是否有违规收费现象，学
校将会调查。

根据规定，学生证磁条是
学生在寒暑假半价购买火车
票的通行证。学生证磁条每年
只有4次的优惠机会，磁条需
要充磁才可以使用，在开学后
会由班干部统一收取拿到学
校进行充磁。每充一次磁可以
使用4次，即寒暑假的回家和
返校。购买新磁条需要收费，
充磁不收费。

本报泰安10月23日讯 (记者
赵兴超 ) 泰安交警支队网上车管
所一周前系统升级，之后频繁出现
链接错误，市民没法在网上查询违
章记录，耽误不少市民年底处理违
章。23日，交警支队回应称，当天紧
急开会协调，正在加紧处理该问题。

“网上车管所的网站查询违章
板块，怎么一直报错呢？”22日，家住
泰城西部居民李先生，再次上网查
询违章信息可还是像几天前一样没
法查询。李先生10月14日查询时发
现网上车管所无法登录，等到16日
登录陆时，网站倒是上去了，可还是
查不出违章信息。

在泰安市交警支队网上车管所
页面业务咨询板块，有不少市民咨
询自助查询违章不能使用的问题，
交警回复称，因系统升级导致。23

日，泰安交警支队车管所工作人员
表示，相关科室已经了解到该问题，
当天紧急开会协商处理，将尽快解
决，保证市民顺利查询违章信息。

网上车管升级
违章记录难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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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10月23日讯 (记者
赵苏炜 ) 泰安市美术作品在第十
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
展览中取得优异成绩，近日，获得
金奖的美术作品《岁月如歌》获得
通知，将在展览结束后收藏入山东
省美术馆内。

在34件泰安选送的美术作品
中有11件获奖，其中，金奖1件，铜
奖3件，优秀作品7件，获奖数量和
奖项层次位居全省各地市前列，这
也是泰安市美术作品首次在“十艺
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中实现
零突破。

“十艺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
展开展9天来，接待参展人数超过
13万人，展览持续到月底，共有600

余件作品展出，参与评选的作品约

300多件，泰安市选送的作品《岁月
如歌》和《秋日宁翠岭》均在展览行
列中。

“我刚接到组委会通知，获得
金奖的美术作品《岁月如歌》即将
被山东省美术馆收藏，‘十艺节’过
后只有少量优秀作品会被收藏，仅
有7幅水彩画将被选择收藏，《岁月
如歌》在其中。”作者刘建东说。

据了解，美术作品《岁月如歌》
长2 . 4米，宽2米，创作历时1年，是
10个获得金奖的美术作品中唯一
一副水彩(粉)画。作品以写实的表
现手法，真切地、艺术性地变现了
三代矿工的感人形象，利用影像艺
术特征拉近最感人的那一部分，宽
影幕式的横幅大构图，重点表现矿
工的精神状态和真切的内心世界。

泰安美术作品“十艺节”获金奖

《《岁岁月月如如歌歌》》将将收收入入省省美美术术馆馆

本报泰安10月23日讯(记者
邵艺谋) 23日，记者从泰安

市旅游局网站上获悉，泰安市
三日游工作领导小组发布《关
于进一步完善泰安三日游产品
及加强规范管理的意见》，在24

条三日游产品的基础上，增加
五种新组合，同时公布了311条
以泰山和岱庙为主的三日游产
品线路及价格信息。

五种新组合的三日游中
都包含泰山景区，分别为泰山
+岱庙+其它一个或以上景点；
泰山+岱庙+其它两个或以上

景点；泰山+岱庙+其它三个或
以上景点；泰山+其它两个或
以上景点；泰山+其它三个或
以上景点。在组合中的其他景
点里，游客可以从我市方特欢
乐世界、宝泰隆旅游度假区、
泰山温泉城、天乐城水世界等
景点进行选择组合。同时，泰
安市三日游工作领导小组还
公布了最新的311种三日游产
品线路及价格信息，记者注意
到，最新的线路增加了新开业
的宝泰隆旅游景区、泰山情缘
之石敢当以及刘老根大舞台，

线路价格从2 6 3元到5 3 2元不
等。

其它不含泰山、岱庙的产
品组合由旅行社在泰安三日
游指定景区、景点的范围内，
严格按照三天两晚的基本要
求自行组合。随着旅游市场的
变化和旅行社的需求，泰安三
日游办公室将对三日游产品
做出及时调整。

据了解，“完善版”三日游
产品要求购买了三日游产品
的地接旅行社，必须将所购买
的产品景点游览完毕，不允许

购买三日游产品后，舍弃产品
中的任何一个景点，不允许三
日游地接旅行社参与拆票、拼
客、倒票或将三日游产品拆分
成一日游或二日游进行宣传
销售的不良行为，若被发现有
上述行为，将按相关规定予以
处罚。同时，为了调动旅行社
营销三日游产品积极性，旅行
社招来购买使用泰安三日游
产品的人数在执行有关市场
促销奖的基础上加设人数奖
项，每接待一位三日游游客再
奖励10元/人。

泰泰安安““三三日日游游””新新增增331111条条线线路路
价格从263元到532元不等，游客选起来更方便

获得金奖的美术作品《岁月如歌》。
本报记者 赵苏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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