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00处水表井

今冬将穿保温服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蒋龙
龙） 25日，记者从济南水务集团获
悉，该公司已经对3864处水表井和
立表箱盖上了新型材料橡塑，防止
水表被冻，影响居民用水。当出现多
天-8℃的极寒天气，市民也要采取
保暖措施，让水龙头保持滴流，以防
水表被冻。

25日上午，记者来到玉函南区，
看到17号楼前的水表井和水表箱已
经被盖上了新型材料橡塑，用以防
止水表被冻坏。“同往年用毛毡保暖
相比，橡塑的保暖效果更好，而且不
影响抄表。”济南水务集团管网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济南水务集团营业部负责人
介绍，“2012年，由于多天气温较低，
几百块水表被冻坏，影响了居民用
水。”目前，水表冻坏较集中区域是天
桥区和市中区，“包括邮电新村、工人
新村、玉函南区等小区。”由于这些区
域大都位于城南和城北的风口地区，
气温较低，易发水表冻坏事件。

该负责人说，到本周四，水务集
团将为全部4000处水表井和立表箱
穿上保温服，50万户表改造用户将
受益。

“当出现多天-8℃到-10℃的低
温时，保温措施的效果将减弱。”该
负责人建议，遇到这种情况，居民也
要主动为家里的供水设施保暖，“可
以让水龙头保持滴流。”如果家里长
期没人居住，居民可以申请保护性
停水。

刘克玲，

何家庄知青喊你来聚会

本报11月25日讯（见习记者
郑帅） 39年未见的老知青要在济
南重逢聚会，这是一件令人激动又
兴奋的好事，可聚会联络人杨慧娟
女士却犯了愁：眼看聚会的日子快
到了，一位名叫刘克玲的知青却怎
么也联系不上。

“1974年11月份，我们作为济南
粮食局系统的职工子女，下乡到了
当时的莱芜县方下公社何家庄大
队。当时我们有11个人，都是十七八
岁的孩子，刚刚高中毕业。”杨女士
回忆道。今年是大家相识40周年，经
过三个多月的查找，多数知青都已
经找到了，但刘克玲却怎么也联系
不到。

“刘克玲的父母原来是天桥区
粮食局的职工，她原来的家已经拆
迁了，找不到，后来又去公安局、民
政局查，也没查到。希望她或她的亲
戚朋友看到报道后尽快跟我联系，
我们会等她。”

本报11月25日讯（见习记者
王小蒙） 在25日“国际反家庭暴力
日”，济南市举办“反家庭暴力、建平
安家庭”法律宣传活动，倡议女性通
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5日上午，济南市妇联、市综治
办与槐荫区妇联、区信访局、区综治
办，在槐荫区五里沟街道发祥巷社
区广场联合举办“反家庭暴力、建平
安家庭”法律宣传活动。

该负责人呼吁遭受家暴的妇女
及时向妇联、居委会或社区求助反
映情况，“如果遭遇家暴女性逆来顺
受选择隐忍，很容易造成家暴持续
不休，早期有人干预的话，家暴往往
会被及时遏止。”同时提醒在寻求帮
助的同时也要报警并保存好出警记
录，受到人身伤害的去医院做伤情
鉴定。

保存证据

对家暴说“不”

●交通进行时

济南口岸年出入境旅客

流量首破50万

2277日日起起可可预预约约无无障障碍碍出出租租
5辆车已全部到位，运价本周内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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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刘雅
菲 实习生 郑晓云） 25日，济南
市年出入境旅客流量突破50万。同
时，第二届诚信示范出境旅行社评
选也正式启动。

记者从济南边防检查站了解
到，随着济南口岸不断扩大对外开
放，旅客流量持续增长。2007年突破
10万人次，2012年突破20万，2013年
突破30万。2014年，截至11月25日15

时许，济南口岸年出入境旅客总量
为50万人次，同比增长75%。根据口
岸建设发展规划，到2020年，预计济
南口岸出入境人员将达到180万-
200万人次。

据了解，自2013年开始，济南边
检站与济南市旅游局联合开展“诚
信示范出境旅行社”评选活动。25

日，第二届评选活动启动，济南边检
站依托山东公安边防服务在线设立
的评选活动“网上投票”页面也同步
上线，并通过济南市12345市民服务
热线发布评选公告，“泉城边检”微
博、“泉韵边检”微信也将同步接受
评选活动意见反馈，评选活动为期
一个月，经过公开评选后，将于2015

年1月20日前揭晓评选结果。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万兵 通讯员 姜杉） 为缓
解残障人士打车难问题，日前
济南恒通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引进的5辆无障碍出租车，已
全部挂牌完毕，各种服务设施
正在装配。27日起可接受预约，
12月1日至3日期间将提供免费
预约出行服务。

27日起下肢残疾者

可凭证预约免费服务

恒通公司工作人员介绍，5

辆无障碍出租的免费服务时间
为12月1日至12月3日，27日起
下肢残疾者就可以预约免费服
务。免费运行期间，恒通公司每
天接受10乘次预约，每乘次限
服务两小时。同时，无障碍出租
车只实行电话预约服务，需要
提前24小时预约。预约时间为
每日8:00-17:00，预约服务电话
为0531-85800000，车辆营运时
间为8:00-20:00。

由于车辆有限，为了保证
能把车辆提供给真正有需要的
残疾人乘客，恒通公司副总经

理吴倩表示，乘客在预约时需
要提供姓名、残疾人证件号码
等信息。通过与济南市残联提
供的信息进行比对后为其提供
约车服务。

7名员工制驾驶员

专为残疾人服务

由于是为残疾人服务，无
障碍出租的驾驶员也经过了专
门挑选。据了解，报名的驾驶员
全部来自恒通出租公司的雷锋
车队和爱心车队。恒通公司副总
经理吴倩介绍，雷锋车队和爱心
车队的驾驶员无论是在服务能
力上还是驾驶水平上都十分优
秀，这次选拔驾驶员更是优中选
优，共有7名驾驶员入选。

“专门为驾驶员进行了专
项培训，包括无障车各种设施
的使用、残疾人服务注意事项、
语言表达注意事项以及各类安
全应急技能等，确保每一位驾
驶员都能为残疾乘客提供最优
质的特色服务。”吴倩说。

同时，由于无障碍出租车
的营运方式和服务对象比较特
殊，恒通公司对其驾驶员实施
员工制管理。与普通出租车租
赁中与驾驶员签订车辆承包合
同不同，公司需与其签订劳动
合同，为其缴纳五险一金。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许建
立 通讯员 冯文花 丁欣） 记
者从槐荫区了解到，目前槐荫区“双
气通”工程已完成总量的95%，3600

多户居民受益。2014年初，槐荫区共
确定“双气通”工程13项，其中暖气
安装工程4项、天然气安装工程9项，
涉及80个楼院。

崔俭是槐荫区青年公园街道汇
统社区的老居民，今年4月，他所居
住的小纬六路95号楼终于通上了天
然气。冬天来临前，老两口又安上了
天然气壁挂炉，用蜂窝煤取暖的时
代终于结束了。崔俭说：“现在天然
气入户了，在家烧水做饭都方便卫
生了，真是特别感谢办事处和居委
会跑前跑后做工作。以前用蜂窝煤
取暖老是担心安全问题，现在天然
气壁挂炉安上后解决了我们20多年
的老大难问题！”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王光营） 25日，济南市教

育部门下发重污染天气应急
预案的通知，为及时、有效
减少重污染天气对人体造
成的危害，保障中小学生的
身 体 健 康 ，严 重 污 染 日

（AQI在300-500），中小学、
幼儿园停止户外体育课、课
间操，停止露天体育比赛活

动，停止户外大型活动和大
型聚会。

济南市教育局成立重度
污染天气应急工作领导小
组，负责应急救援工作的指
挥、协调工作。各县（市）区教
育局、各级各类学校（幼儿
园）根据市环保部门公布的
每 日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指 数

（AQI指数）采取相应措施：

重度污染日（AQ I在 2 0 1 -
300）：中小学、幼儿园减少户
外运动；严重污染日（AQI在
300-500）：中小学、幼儿园停
止户外体育课、课间操，停止
露天体育比赛活动，停止户
外大型活动和大型聚会；极
重污染日（AQI达到500)：中
小学、幼儿园停止一切户外
活动，直至临时停课。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廖雯颖） 25日下午，济南

今冬首个重污染天气黄色预
警解除，同时解除的还有自
23日零时启动的企业限排、
锅炉限产等应急响应措施。
环保部门预测，如果27日降
雨量足够，此次良好天气将
持续多日。

25日，走出家门的泉城
市民能明显感觉到空气质
量比前几日有所改善，视野
也比往日清晰。2 5日早8点
济南能见度达到5 . 8公里，

而24日的日均值只有2 . 3公
里。2 5日下午两点，济南发
布解除重污染天气黄色预
警公告。根据市环境空气质
量自动监测系统实时监测
数据，目前济南空气质量已
明显改善，空气质量指数低
于黄色预警条件。经济南市
环保部门与气象部门联合
会商，解除重污染天气黄色
预警。

济南空气质量改善立
竿见影的原因，是近两天一
直“罩”在济南及周边地区

高空的高压槽突然发生变
化。先前济南上空受高压槽
控制，气流下沉，不利于污
染物扩散。工作人员表示，
2 6日的气象条件将继续改
善，预测26日济南空气质量
为轻度污染，27日凌晨四五
点 会 有 降 雨 ，如 果 雨 量 够
大，则空气质量有望更上一
个台阶；反之若只是小雨，
则可能无法起到理想的清
洁作用。“可以肯定的是，29
日左右会有一股较强冷空
气，届时将彻底扫除雾霾。”

槐荫“双气通”

完成九成多

严严重重污污染染日日停停止止户户外外体体育育课课

济济南南解解除除今今冬冬首首个个重重污污染染预预警警
好天气能否持续 得看27日的雨量

●●看看您您关关心心的的

●●民民生生直直通通车车

●●抗抗霾霾措措施施多多

无障碍出
租车。
姜杉 摄

据工作人员介绍，经过3天的免费
服务后，12月4日起，无障碍出租将开
始收费。具体的运价将在本周内敲定，
经济南市客管中心及济南市物价局核
准后向社会发布。

据了解，其他城市中，目前南京无
障碍出租车前2公里的起步价为13元，
之后每公里2 . 9元；上海无障碍出租车
前3公里的起步价为19元，之后每公里
2 . 6元。此前济南市客管中心及恒通出
租公司工作人员都曾表示，济南无障
碍出租的运价会比其他城市低。

“残疾人尤其是重度残疾人经济
状况一般都不大好，希望政府能给予
一定补贴。”双下肢高位截肢的赵亦静
一方面为有了残疾人的专用出租车高
兴，一方面也难掩对价格的担忧。不仅
如此，在不少残疾人士看来，5辆无障碍
出租难以满足残疾人需要，希望通过政
府的支持增加无障碍出租的数量。

此外，在赵亦静看来，重度残疾者
但凡出门往往是急事儿，她希望在预
约时间和服务时间上能酌情放宽。“比
如去医院看病，两个小时以内很难完
成。”对此，恒通出租公司的工作人员
也表示，3天的免费服务期过后，将取
消单次服务时间两小时的限制，以更
好地服务残疾人朋友。

残疾人士盼补贴

相关链接

“12·4”全国法制宣传日
即将到来，11月25日，舜耕小
学少年法庭开庭，开启法制
教育宣传月活动。几名六年
级的学生化身审判长、审判
员、被告、原告、律师等，现场
审理了一起校园意外伤害
案，律师精彩辩护，小法官现
场审判……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少年法庭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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