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定制制公公交交再再添添
两两条条““亲亲子子线线””
去经五路小学的市民可抓紧预订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孟
燕 通讯员 赵东云) 记者
20日获悉，济南公交再推两条
“亲子线”定制公交——— 8号
线、9号线，分别由卧龙花园、
济南大学西门发往经六纬三。
21日起市民可进行预订，拟于
3月3日开通。

“经六纬三路段附近有经
五路小学，早晚高峰接送孩子
导致道路拥堵严重。”济南公
交旅游公司经理任建辉表示，
8、9号线均为“亲子线”，主要
是为了缓解拥堵，倡导绿色、
环保出行。

定制公交8号线，始发站
卧龙花园，终点站经六纬三，
单程线路5公里，途经路段郎
茂山路、阳光新路、纬十二路、
经七路、经六路、经五路，经停
站点泉景天沅、阳光100。乘车
时间为7：10、16：15，预计到达
时间7：40、16：45。单程价格8
元/人/乘次，整月预订优惠价
格7 . 2元/人/乘次。

定制公交9号线，始发站济
南大学西门，终点站经六纬三，
单程线路7公里，途经路段济微
路、南辛庄西路、经十路、经七
路、经五路、经六路，经停站点

大众广场、王官庄、南辛庄街、
营市街、新世纪阳光花园。乘车
时间7：05、16：15，预计到达时间
7：40、16：50。单程价格8元/人/
乘次，整月预订优惠价格7 . 2
元/人/乘次。

两条线路于2月21日正式
上线公示，招募乘客。任建辉
表示，此次新推出的定制公交
线路，均提供20座旅游中巴
车，一人一座，快速到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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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

佛佛慧慧山山景景区区年年底底建建成成
“舜田花海”已动工

本报2月20日讯(见习记者
李师胜) 佛慧山景区作为大

千佛山景区中的重点项目，其
二期工程年初已开建。

佛慧山景区因为有开元
寺遗址、黄石崖、大佛头塑像
而成为大千佛山景区的重头
戏。20日上午，记者从佛慧桥
处的黄石崖入口进入，几十个
工人正在挖掘沟渠，据一位工
作人员介绍，项目是园林集团

的，2月16日开始动工，当时比
较冷，冻土很深，现在天气回
暖后好转。

具体负责大千佛山景区
保护建设的济南市林场工作
人员说，2月9日百合集团的工
作人员已经开始动工，园林集
团随后才跟上。记者从大千佛
山景区的详细规划图上可以
看到，工人正在建设的区域属
于“舜田花海”项目。

按照计划，大千佛山景区
保护开发建设二期工程包含
开元寺遗址及周边环境改造
项目与黄石崖入口西侧舜田
花海项目，每个项目投资4000
万元，计划工期300天。这两个
项目也是大千佛山景区保护
开发建设的重点，在去年召开
的一次媒体通气会上，济南市
园林局负责人曾表示，这两个
项目2014年底有望完成。

9路恢复
十二中区间车

学校开学

公交加密班次

本报讯 省城各大高校即将
开学，为方便学生客流，21日起K92

路日班次在原有基础上增加10%，
上午9：00-10：30、下午2：00-3：30期
间，开通长途汽车总站至济南大学
的直达车、区间车，派2部大容量的
新能源公交车进行增援。K50路、
K56路也将增加10%的班次，并视客
流情况分别发放长途汽车站、长途
汽车西站到山财大燕山校区的区
间车和直达车。 (孟燕)

本报讯 为方便济南市第十二
中学学生乘车，济南公交9路车恢复
开通十二中至省建筑机械厂的学生
区间车，在学生在校期间该车每日
18：05从学校门口发车，沿经一路延
长线、经十路、二环西路至省建筑机
械厂，沿途停靠公交站点。

(孟燕 牟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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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现金

等失主认领

本报讯 19日晚9点半左右，34

路车上有乘客遗落数千元现金，被
驾驶员华英妹发现。因无法联系到
失主，驾驶员将现金交由110民警保
管，希望丢失现金的乘客及时与车
队联系，电话13793111881。

(孟燕 王朝晖)

广场站新增

至如皋班车

本报讯 济南广场汽车站新
增济南至江苏如皋金龙豪华客车，
发车时间为7：40，途经响水、滨海、
东台、海安到达如皋，全程753公里，
运行时间约10小时，票价227元。广
大旅客可以直接登录广场汽车站
网站www. 88303030 .com购买车票。

(宋磊 申灿)

下月实行年报制度

建立公示“黑名单”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任磊磊
通讯员 王冰 杜陶羽) 20日，

从济南市工商局获悉，今年市工商
局将停止企业年检，改为年度报告
公示制度。同时还将建立信息公示
系统，向社会公示企业年度报告。

济南市工商局将于3月1日起在
全市范围内停止对领取营业执照的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司企业法人、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
业及其分支机构、来华从事经营活
动的外国(地区)企业，以及其他经
营单位的企业年度检验工作，并建
立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度。

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度实施
后，工商机关将抽查企业年度报告
公示内容，依法处罚年度报告隐瞒
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并
建立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面向社会公示企业年度报告，任何
单位和个人均可查询。

据济南市工商局企业注册局王
圣水局长介绍，新制度推行后，工商
机关对未按规定期限公示年度报告
的企业，将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三年
内规范公示年度报告的，可以申请
恢复正常记载状态。而连续三年未
公示的，将被永久载入经营异常名
录，无法恢复正常记载状态，并列入
严重违法企业“黑名单”。

气温强势回升

春天的脚步近了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孟燕
实习生 李静 徐军 ) 这几

天，大家开始在微博上晒春天的
迹象。迎春花纷纷开了，泡在泉水
中的苇子芽也已经露出了尖尖
角。根据预报，未来几天气温开始
强势回升，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
了。不过，冷空气仍会频频骚扰。

“在家宅了几天，出门发现院
子里的树开始冒新芽了。”市民李
女士说。根据统计，20日省城最高
温回升到了9 . 3℃。这个周末，“温
暖”还将持续，最高温在12℃左
右。不过，气温回升，雾霾也随之
来了。

20日夜间到21日晴转多云，
西南风3～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
-3～1℃，最高气温11℃左右。22

日多云间晴，南风3～4级，最低气
温-2～3℃，最高气温12℃左右。
23日多云转阴，有霾或轻雾，南风
3级，气温变化不大。24～25日多
云间晴，南风2～3级，气温缓慢回
升。26日多云，南风2～3级，气温
略有下降。27日多云转阴，有小
雨，南风转北风都是3级，气温继
续下降。

情人节已过

玫瑰花十多元变3元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王倩)

今年情人节，鲜花遭遇了史上
最高价，玫瑰花在情人节期间每
支的零售价为15—20元，其它鲜
花的价格也出现明显涨幅。情人
节过去仅一周时间，鲜花价格就
出现了大跳水，玫瑰花的价格重
回3元每支。

20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解
放桥北的花卉市场看到，鲜花市
场没有一周前那么火热，每个摊
位前选购的顾客并不是很多。

生意没有之前火爆，价格方
面又有什么变化呢？记者询问了
几家鲜花销售商，了解到所有鲜
花的价格都比一周前的价格出现
了明显下降，红色玫瑰花现在的
零售价为3元一支，比情人节期间
每支10元左右的价格下降了7元，
而百合花的价格也由之前15元每
支的价格降至现在的10元每支。

中中山山公公园园书书市市有有望望五五一一营营业业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蒋

龙龙 实习生 崔程娇 钟
行利) 20日，记者获悉，因消
防原因被拆除重建的济南市
中山公园旧书市场已经正式
动工，拟于3月底完工，摊主最
快4月份便可陆续回迁，五一
假期有望恢复正常营业。

20日，记者来到位于经四路
北侧纬四路西侧的中山公园，中
山公园的东侧便为全省知名的

古旧书市场。旧书市场的重建现
场，周围已用蓝色隔离板围起
来，几个工人正在施工。不愿具
名的一位工人告诉记者，旧书市
场重建年前便已动工，18日是年
后动工的第一天。

记者从门口的施工图了解
到，书市重建工期约为40天。市
场重建工程分为两部分，400平
方的北侧建筑和2000平方的新
建书院。2000平方的书院内部

为200个柜台，四侧为古典风格
的白墙灰瓦。书院柜台主要向
售卖老旧书籍的摊贩出租。北
侧的建筑为20多间隔断房，用
来租给古玩字画的商家。

据济南市中山公园管理
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相关
规划，书市重建有望于3月底
完工。如果重建工程顺利，摊
贩于4月便可陆续回迁，“拟于
五一恢复正常营业。”

2013年11月11日，济南市第一条通勤定制公交“鲁能领秀城—齐鲁软件园”开通试运行。2014年1

月2日，公交部门首次集中开通6条定制公交线路。省城定制公交线路将达到7条。
另外，加上8号线、9号线，正在招募乘客的线路共有8条。此前规划设计的一些线路也在接受预订：

伟东新都——— 汇都大酒店、卧龙花园——— 汇都大酒店、腊山立交桥——— 大观园南门、东山路——— 胜利
大街、环山小区——— 崇华路、北全福——— 飞跃大道东段。 （记者 孟燕 实习生 徐军 李静）

省城已经开通7条定制公交线路相关链接

游乐坊

气象站

出行事

定制公交9号线

定制公交8号线

鲜知道


	C1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