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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章丘

主打

本报4月28日讯 (本报记
者) “五一”小长假快到了，本
报助您一“票”之力，2014年山
东森林旅游年票为您奉上超
值踏青旅程，无需顾虑“马上
就玩”。该年票集结全省55家
景区（总票价为2656元），现只
需支付96元便可玩遍，平均一
个景区只花1块多。

“2014年山东森林旅游年
票”开售以来，销售情况火爆。
2014年山东森林旅游年票是
全省著名景点的门票总汇，每
个景点一张，共55张。该年票

于2013年12月8日正式发行，
2014年全年有效。作为全国第
一册省级森林旅游年票，该
票 精 选 了 山 东 省 内 森 林 公
园、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等
各类自然生态景区55家，济
南、淄博、泰安、枣庄、潍坊、
青岛、烟台、威海、日照…几
乎涵盖全省。其中包括蒙山、
鲁山等国家级森林公园 1 7
家，目前售价仅为96元，除商
河温泉外，可以免费游54个
景区，平均游览每个景区只需
花1块多钱。

使用流程：市民购买实物
2014年年票（为实体纪念册+
验证码）后，登录官方网站

（http://gy.sendiy.com/），在激
活页面输入个人身份证与实
物年票的验证码后，激活绑定
身份证。激活年票后，客人持
身份证至签约景区，便可在终
端设备上刷卡入园，无需排队
及检票，每个景区只有一次刷
卡入园的机会。

其他注意事项：1、未激活
的身份证不能在景区刷卡成
功，刷卡不成功的身份证景区

有权禁止入园，可拨打4000-
0531-80年票客服电话人工激
活。2、年票试行一张身份证件
绑定一本年票，2014年2月15
日后可三张身份证绑定一本
年票（但每个景区仍只有一次
刷卡入园的机会）。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年票
使用更加方便，其采用一证通
电子检票管理系统。购票咨询
电话:83322899 13853127531
购票地址:章丘市铁道北路中
段农贸市场对面 (本报编辑
部)。

本报4月28日讯(见习记者 王
帅) 连日的阴雨天气终于结束，今
天章丘拨云见日，气温也随之回
升。28日，记者从章丘市气象局获
悉，未来一周，章丘大部分时间天
气不错，非常适合出游。

连绵的阴雨拉低了气温，章丘
白天的气温还不到20℃，体感湿冷，
让人感觉今年春天有点长，都到了
4月底，仿佛还是初春的感觉。2 8

日太阳出来后，又会是另一番天
地，明天开始气温就进入快速回
升的通道中，到周三章丘的最高
气温将达到 2 9℃。本周连续三天
的假期也是很令人期待的，从目
前的预报看，5月1日到3日，章丘
都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
气温在25℃以上。

本周天气以多云到晴天为主，
气温起伏较大。具体预报如下：周
二(29日)晴间多云，南风3级，最低气
温10℃，最高气温25℃左右。周三至
周四(30日～5月1日)晴，南风2～3逐
渐增强到4级，阵风6级，气温继续升
高。周五(2日)阴，局部地区有阵雨，
北风3～4级，气温明显下降。周六至
周日(3～4日)多云转晴，北风转南风
都是3级，气温逐步回升。

“五一”章丘天气主打“小晴歌”

亲，制订出行计划

去旅游吧

本报4月28日讯（侯括） 五一
劳动节即将来临，近日，章丘电大
工会开展各项活动庆祝“五一”。

围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章丘电大工会组织全校教
职工知识竞赛活动，竞赛内容包
括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的基本
原则、总体要求、“四风”建设、“八
项规定”、“六项禁令”等，也包括
章丘市教体局在教育实践活动中
提出的“三个平台”、“三万”和“五
个坚持”等重要举措，让广大教师
全面了解了全市教育大势。同时
组织包括离岗退休教师在内的全
校教师健康查体，继续完善教职
工健康档案，切实把关心教师身
心健康落到了实处。

另外，章丘电大工会利用课外
活动时间，组织开展了保龄球、定
点投篮、飞镖等竞赛活动，突出了

“趣味”和“协作”特点，增进了友
谊，锻炼了体魄，赋予了“高雅校
园、生机校园、魅力校园”以具体扎
实内容。

章丘电大

举办庆“五一”活动

盘盘点点驾驾校校那那些些潜潜规规则则
交通部门提醒遇到这些问题及时举报

亲亲，，11元元游游山山玩玩水水等等你你来来
花96元畅游全省55个景区

本报4月28日讯（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万菲）
日前，青岛一位市民遭遇驾
校潜规则，未考“科目三”已
花上万。驾校强迫学员购买
矿泉水、举办谢师酒、故意
卡 学 员 … … 章 丘 市 交 通 运
输局整理行业间存在的“潜
规则”，公开个别教练员可
能使用的“忽悠术”，以提高
广大学员的防范意识，增强
自我保护能力。

招术一：千方百计，明启
暗示向学员索要钱财。

方式：1 .声称为学员考

试合格托关系收取学员“打
点费”。2 .以“过生日”、“搬
家”、“办喜宴”等为由收取学
员礼金。3 .让学员分摊“油
钱”、“维修”及购买其它物品
费用。

招术二：以车谋私，“卡”
学员，达到收“礼”目的。

方式：1 .以早上车、早考
试为由收取学员礼品。2 .以让
学员多练车为由“卡”学员，收
取学员礼品。3 .以考试名额有
限为由“卡”学员，收取学员礼
品。4 .学员不送礼，教练不认
真教。

招术三：以种种理由达到
让学员请客目的。

方式：1 .刚上车喝“开工
酒”、“认识酒”。2 .考完一个科
目后趁学员兴奋喝“庆功酒”、

“祝贺酒”。3 .平时联络学员喝
“经验交流酒”、“感情加深
酒”。4 .毕业喝“完工酒”、“谢
师酒”。5 .以“早考试、多练练”
让学员请喝“帮忙酒”。

招术四：不一视同仁对待
学员，讽刺讥笑甚至打骂学
员，以掩饰自己的“低能”行
为。

方式：1 .说自己跟某领

导有关系，蒙骗学员及同事。
2 .说自己车上学员是某某关
系必须照顾，蒙骗学员。3 .讽
刺讥笑学员“笨”，掩盖自己
教学方式的缺陷。4 .对待学
员“有近”、“有远”，冷落学
员，以此达到自己的目的。5 .
夸夸其谈、自以为是，吹嘘学
员，诋毁同事，掩饰自己“心虚
低能”。

针对上述不正当行为，章
丘市交通运输局提醒广大市
民朋友正确选择驾校，明明白
白学车，大胆抵制一切不良行
为。

4月25日，章丘市汇泉小
学校园读书节亲子活动，用
特殊的方式来展示和分享孩
子们阅读的快乐与感悟，并
力求通过“书香班级”和“书
香家庭”来推动书香校园的
建设。

本报通讯员 华黎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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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订版电话：13335182638

搬 家

随缘搬家公司
电话：13869155118
公司地址：鲁宏大道东
首 张经理

金日搬家公司
专业搬家、拆装家具、
空调移机、货物装卸、
水电暖维修
电话：15066124308

明星搬家公司
电话：13964159498

喜洋洋搬家

专业搬家、保洁、货物
装卸、空调移安、拆装
家具、疏通下水道、公
司移迁、专业搬钢琴、
收各种旧家具
电话：13708924410

家 政
专业疏通下水道
电话：13011737696

安平家政
专业承接：单位、家庭
室内外保洁，清洗油烟
机，换纱窗布、疏通下
水道、各种零活、钟点

工
电话：83219836
13964115278

专业疏通下水道
专业疏通下水道、改管
道电话13864157498高
师傅

专业通下水道
高老师电话：
13864157498

专业通下水道
电话：13011737696

楼宇维修
名流吊顶
地址：绣水装饰材料市
场 电话：83110762

国豪装饰
电话：83328279
地址：龙盘建材商城

钢结构工程
电话：13256676777

德力西家居照明

经营项目：LED灯、射
灯、路灯、水晶灯、平板
灯、节能灯、台灯、灯
架、电线、电缆、开关、
吸顶灯、多用插座
电 话 ：8 3 2 7 2 6 1 8
83115519
地址：明四五金市场永
辉灯具绣水装饰材料
批发市场2区15号
桂玲窗帘布艺
定做高中档窗帘、晾衣
架、羽绒服。地址：宝岛
街南首路东
电话：13969148478

综合服务
宏盛水电维修
上门维修水电、家电及
各种零活。
电话：13864163855

网站建设
承接网站建设、关键词
优化，轻松让您的网站

出现在同行业搜索结
果首页
电话：13188895368

装宽带送手机
开发区华联店内联通
营业厅，666元装宽带
送智能手机再送千元
话费
电话：13176695678

酒 水
军航酒水
黄河王酒水章丘总代
理王峰 15964500919

出租出售
公寓出租
公寓卫浴宽带电视空
调全
电话：83118322

眼明泉北区
六楼起脊 120平 配套
房12平 双气 车位 56
万 13066039879李

转 让
转让熔接设备
专业光缆光纤熔接、出租
转让熔接设备 田先生
电话：13335182638

电脑维修
天瑞电脑
电脑组装维修
监控工程
批发零售电脑硬件
周边设备耗材
电话：18660815998
地址：汇泉路东首东海
龙西60米路北

真诚家电维修
电话：13853170808
地址：绣水大街贺套红
绿灯往北88米

开 锁
金手指开锁
备案号：10001

香港街北首路西
电 话 ：8 0 9 5 9 5 9 5
13031731441

培 训
章丘储晋快乐作文
作文 阅读 书法 魔方
地址：章丘汇泉小学校门
向东金龟馅饼东邻
电话：83230798 13854171965

招 聘
华腾汽贸

招聘高级技师、汽
车销售人员(高中以上
文 凭 ) ，联 系 电 话 ：
1 8 6 6 8 9 6 4 1 2 3
83269611 康经理。

挂失声明
沙元楠丢失章丘金

万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收据一张编号:1001327,

金额2000元,原收据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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