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东部部城城区区拟拟再再开开两两条条定定制制公公交交
通往“雅居园小区”的4条定制公交有望开通3条

本报12月26日讯(记者
修从涛) 近日，记者从济南市
公交总公司获悉，为缓解东部
城区早、晚出行高峰时段路堵
现象，方便乘客上、下班出行，
济南公交公司再推出2条经过
东部城区的定制公交线路，拟
于2014年1月2日开通。此外，
记者获悉，前期上线公示的终
点站为“雅居园小区”的4条通
勤定制公交目前有3条有望达
到开通条件。

23日新上线公示的两条
通勤定制公交分别为5号线和
6号线，分别通往高新区崇华
路、飞跃大道，目前已经开始
招募乘客。据了解，这两条线

路均提供20座旅游中巴，一人
一座，一站直达，两条线路以
全月预订和双程往返预订优
先，市民可登录济南定制公交
信息平台“拟开通线路板块”
查询或预订。

据介绍，由于上线时间较
短，这两条线路的乘客预订尚
未达到开线标准。“市民可继
续登录济南定制公交信息平
台‘拟开通线路版块’查询线
路详细信息或预订。如果达到
报名人数，预计将于2014年1
月2日开通。”济南公交相关负
责人介绍。

早在12月9日，公交部门
推出8条“温情1+1”通勤定制

公交线路，这8条主要方便家
长接送学生，但从目前的预订
结果来看，并不能全部达到开
通提交。据了解，8条“温情1+
1”通勤定制公交线路中有4条
是分别由济钢南门、全福立交
桥南、山师北门、上海花园到
雅居园小区，“目前到雅居园
小区的能开通3条。”济南公交
相关负责人表示。

线路资料

通勤定制公交5号线：单
程线路长度9 . 9公里，始发站
为环山小区，终点站为崇华
路，途经燕子山西路、经十路、

奥体西路、解放东路、奥体中
路、天辰路、崇华路。为一站
直达，每天发车时间为7：15、
17：00，到达时间为8：00、17：45。
单程价格每人每乘次8元，整月
预订优惠价格为每人每乘次
7 . 2元。

通勤定制公交6号线：单程
线路长度16 .2公里，始发站为北
全福，终点站为飞跃大道东段，
途经北园大街、二环东路、花园
路、化纤厂路、工业南路、世纪
大道、凤岐路。为一站直达，发
车时间为8：00、16：30，到达时间
为8：45、17：15。单程价格每人每
乘次11元，整月预订优惠价格为
每人每乘次10元。

探索读书品茶商务洽谈技术交流之路

泉泉城城有有了了首首家家综综合合性性书书吧吧
本报12月26日讯(见习记

者 张伊寒) 实体书店举步
维艰的当下，要新开一家书店
需要诸多考量。23日上午，由
济南品聚文化公司打造的文
化实体“品聚书吧”却在高新
区齐鲁软件园内开业了。据了
解，该书吧除了经营传统的书
店业务，还可以在这里品味咖
啡、举行商务洽谈、进行技术
交流和举办讲座论坛，受到园
区及周边写字楼白领的青睐。
这也是济南第一家集阅读、休

闲、洽谈等于一体的综合性书
吧。

23日上午，高新区齐鲁软
件园里“品聚书吧”悄然开业。
这家书店营业面积700平方
米，藏书3万余册，可同时容纳
百人读书。“高新区有密集的
数千家企业，周边有数万名办
公人士，其实这些都可以成为
书吧的消费群体。”说起在这
里开书吧的想法，书吧负责人
刘雪丽表示，虽然有压力，但
在高新区里开书吧当然要与

传统的书店不同，要将书吧打
造成一个商务人士的精神家
园。

“在这里不仅可以看书，
还能品味咖啡，进行商务洽
谈、技术交流，举办讲座论
坛。”据刘雪丽介绍，书吧里有
3万册图书，主要以科技、人
文、历史、社科类为主；书吧里
的咖啡都是经过新鲜烘焙、现
磨现配精心配比的，同时还有
一些有机加工的甜点，“书吧
窗外是软件园的中心广场，景

色非常优美，营造出了安静优
雅的商务、休闲的环境，也一
定能吸引更多的商务人士。”

据了解，为了打造一个不
一样的书吧，吸引更多人来，
该书吧还会不定期举办小型
画展及作品赏析拍卖、电影赏
析、摄影讲座、当代艺术品欣
赏、葡萄酒和咖啡品鉴，以及
换书节、小型户外消夏音乐
会、独立乐队演出等活动，而
这些活动都会通过微信平台
发布，对会员都是免费的。

交通银行设立

济南科技支行

中乌技术转移中心

在济南高新区成立

本报12月26日讯 (记者 修
从涛 ) 12月20日，中国-乌克兰
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在济南药谷研
发平台区揭牌。双方签订“中国-

乌克兰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合作
协议，将使技术转移中心成为双
方最新科技成果的孵化和产业化
基地。

据了解，早在2002年，中国-

乌克兰高科技合作园就已经在济
南高新区成立，十多年来，先后引
进了大颗粒金刚石、无缝钢管焊
接技术、激光晶体生成、高速铁路
轮毂修复技术等大批填补国内空
白的国际合作项目，促进了中乌
园企业对外合作和产业孵化水
平。

此次，中国-乌克兰国际技
术转移中心的成立，为区内企业
搭建了一个更高的国际交流与合
作平台，同时加快世界尖端国际
合作项目的快速落地。

本报12月26日讯 (见习记者
刘永成) 近日，交通银行济南

科技支行在高新区成立，同时将
通过科技融资担保公司三方合
作，吸引社会资金投向高新区，为
区内科技型中小企业解渴。

对于创业者来说，融资难是
困扰他们的最大难题，其中科技
型中小企业起步阶段技术研发投
入大，对资金需求更加旺盛，但往
往可供抵押的资产不多。近年来，
济南高新区孵化了一大批科技型
中小企业，这些企业成长速度快、
创新能力强、发展模式新，但在技
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中
还面临着资金周转困难等难题，
制约了企业持续创新和规模膨胀
发展的步伐。

为解决这一难题，交通银行
设立的济南科技支行正式成立，
将通过科技融资担保公司三方
合作，吸引社会资金投向高新
区，为区内科技型中小企业解
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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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高新

城事

豪客太阳能

生产基地奠基

本报12月26日讯 (见习记者
张伊寒) 近日，济南豪客镶嵌

式平板太阳能生产基地、向标搪
瓷压力容器生产基地奠基仪式在
高新区孙村片区举行。

“自2014年起，济南市100米
以下新建高层住宅和集中使用热
水的公共建筑将强制推广使用太
阳能。”近日，从济南高层建筑与
太阳能应用研讨会上获悉，《济南
市高层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
产品推荐名录》预计将于明年1月
推出。

豪客太阳能有望进入推荐
名录。据了解，近日，济南豪客
镶嵌式平板太阳能生产基地、
向标搪瓷压力容器生产基地奠
基 仪 式 在 高 新 区 孙 村 片 区 举
行，其产品达到领先水平，目前
在孙村设立了2条年产10万台的
平板集热器生产线，将在高新
区孙村片区投产60万台平板集
热器生产基地。

山师二附中建大校区主体封顶

东东部部城城区区将将新新增增一一所所中中小小学学
本报12月26日讯(见习记

者 张伊寒) 济南东部又将
新增一所中小学。近日，由山
东建筑大学与山东师范大学
第二附属中学共建的山师二
附中建大校区项目主体封顶。
据了解，这所学校为九年一贯
制义务中小学，办学规模计划
为60个教学班，预计明年秋季
招生。

长期以来，与济南市区相
比，东部新城的教育资源一直
较为匮乏，特别是随着东部新
建小区入住率的增加，以及城
区的不断东拓，东部新城区的
孩子受教育问题一直备受关
注。据了解，新建成的山师二
附中建大校区位于历城区凤
歧路与世纪大道交叉路口东
南角的山东建筑大学校区内，

属于山东建筑大学、山东师范
大学及山师二附中三方共建。
学校总建筑面积58亩，校舍总
建筑面积51900平米，为九年
一贯制学校，办学规模为60个
教学班，可容纳约3000名在校
生，将大大缓解周边孩子的入
学难题。

“建大校区主体的封顶
也为 2 0 1 4年秋季开学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标志着东部
新 城 即 将 增 添 一 座 优 质 的
九 年 一 贯 制 的 义 务 中 小
学。”在封顶仪式上，山师大
二附中校长荆兆晶表示，山
师二附中会以高起点、高质
量、高品位的思路管理新校
区，使其成为家长放心、社
会满意、学生向往的山东省
品牌学校。

信息集装

在书吧里，市民既可以购书，也可以读书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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