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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环山山路路将将增增设设五五处处电电子子监监控控
其中两处抓拍违法左转，三处抓拍越线行驶

本报泰安3月15日讯
(记者 曹剑) 15日，记
者从泰山景区交警大队
了解到，近期拟在金山东
巷路口、泰疗路口增设两
处禁左抓拍电子监控。在
卧龙峪路段、票证处 S
弯、樱桃园路段设置三处
越实线抓拍电子监控。

从2014年12月份至
今，环山路虎山东路路口
上坡路段安装锥桶分流，
虎山东路路口和小天庭
路口东西方向信号灯各
延时15秒，以及天外村和
普照寺两个路口各安装
信号灯，有效提升了环山
路的整体通行效率。然而
记者发现，环山路上虽然
近期设立了多面禁止越
线超车的标志，依然有不
少车辆越过路中间黄实
线，逆向行驶。

泰山景区交警大队
大队长田治国说，大队已
在梳洗河桥头南侧设置
高清监控探头1处，对违

反禁令标志的机动车实
施抓拍，最初每天抓拍约
40起，现在不
足 1 0起。近
期 拟 在 金
山东巷路
口、泰疗
路 口 增
设两处
禁左抓拍电子监控。在卧
龙峪路段、票证处S弯、樱
桃园路段设置三处越实
线抓拍电子监控。

田治国说，大队在解
放军第八十八医院第二
住院部出入口对面及西
侧、梳洗河桥头北侧及东
西两侧各设置限时禁左
标志5面。在八十八医院
新建住院部出入口施划
人行道斑马线1处、指示
标线4处，在该路段及梳
洗河桥西侧增设减速震
荡线8处。同时对虎山路
口至红门口原有的标线
全部进行了覆新，希望市
民遵章出行。

本报泰安3月15日讯(记者
薛瑞) 近日，全市旅游系统

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总结去年
工作，并提出2015年全市旅游
预期目标，力争接待游客5736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560亿
元。同时，以构建旅游目的地体
系为总规划，把乡村旅游作为
新的旅游增长点。

13日上午9点，全市旅游系
统工作会议在市旅游局召开，各
县市区旅游局负责人分别汇报
了去年工作，并与市局签订旅游
安全责任书。记者从会议上了解
到，根据大数据统计，2014年在
泰安持证留宿人数达到424 .8万
人，比去年增长35 . 2%，在17地
市中增幅排名第一。同时，环泰
城游憩带发展在全省17市环城
游憩带检查中位列第四名。

据市旅游局工作人员介
绍，泰安环城游憩带分各具特
色的四个群组，北部建成环山
路两侧乡村旅游集聚区，西部
建成大陡山泰山茶文化庄园等

项目，南部建成温泉城等项目，
东部建成花样年华等项目。“环
城游憩带内，乡村旅游集中连
片发展的有12个镇、20个村，经
营业户近500户，户均年营业收
入超过5万元。”

市旅游局局长程明表示，
全市旅游发展还存在一些迫切
需要解决提升的问题，包括旅
游发展国际化程度不高；综合
消费水平较低；旅游企业普遍
规模小、实力弱、市场竞争力不
强，缺乏大型旅游企业集团带
动，市场主体有待进一步做大
做强；乡村旅游发展规模和档
次有待进一步提升；配套服务
进一步完善；从业人员素质有
待进一步提升等，并提出要针
对问题做工作。

“2015年要朝着把泰安打
造成国内外著名旅游目的地城
市努力，旅游目的地体系构建
是总体规划。乡村旅游是全市
新的旅游增长点和旅游转型的
新引擎，也是构建旅游目的地

体系的重要支撑。”程明说，全
市乡村旅游起步晚、底子薄、基
础差，而此次环城游憩带检查
是很好的契机，可以更好地撬
动乡村旅游发展。

为进一步打造环泰城游憩
带，将以泰山景区、泰山区、岱
岳区为重点进行规划，建设一
批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示范点
和集聚区，打造“泰山人家”品
牌。同时，打造一批旅游名村名
镇，整合三农资源，让各县市区
突出各自特色进行发展，实施

“改厨改厕”工程，着重完善旅
游厕所、停车场、旅游标识系
统、游人中心建设。另外，实施
全市乡村旅游评选系列活动，
摸清全市赏花、采摘、垂钓、民
俗节庆等乡村旅游资源，进行
进一步整合。

另外，全市旅游系统还将
进行旅游标准化建设、基础设
施建设、营造文明旅游环境、发
展智慧旅游、开展国内外市场
营销等。

本报泰安3月15日讯 (记者
陈新 通讯员 苑玲) 羊肉

市场供应充足，春节前后价格三
连降。牛肉需求下降，每斤价格
下降1元。

“春节过后，牛羊肉价格又
现降势，其中羊肉已是连续第三
次降价。”泰山区物价局工作人
员介绍，据监测数据显示，去年
11月份羊肉价格为35元一斤，今
年1月上旬降为33元一斤，降幅
为5 . 71%；1月中旬价格再次下
降为32元一斤，降幅为3 . 03%。
春节过后，羊肉价格每斤又降了
2元钱，一斤只卖30元，降幅为
6 . 2 5 % ，较 去 年 同 期 下 降
14 . 29%。

据了解，羊肉价格下降的主
要原因：一是养殖户逐步扩大规
模，牛羊存栏量增加，加之进口
牛羊肉进入市场，导致市场供应

十分充足。二是需求疲软，而且
刚过完春节，牛羊肉进入传统消
费淡季。

此 外 ，随 着 气 温 逐 步 回
升，草莓价格也比刚上市时下
降将近一半。泰山区物价局监
测数据显示，3月 1 3日，中百
超市的普通草莓价格为5 . 9 9
元一斤，较春节前每斤降了2
元，较刚上市时的 9 . 9 9元一
斤，每斤降了 4 元，降幅超过
40%。牛奶草莓价格为12元一
斤，较年前每斤降价 1 块钱，
较刚上市时的 2 5 . 6元，便宜
了一半还要多。

超市水果零售负责人表示，
年后超市的草莓销量倒不是很
乐观，普通草莓口味一般，消费
者购买热度不高，日销量70-80
斤，牛奶草莓价位稍高，日销量
才20斤左右。

本报泰安3月15日讯 (记者
曹剑 通讯员 徐贝贝) 12

日晚上，一名少年在环山路上
向景区交警借手机用，细问原
来是负气离家出走，从河南来
只带了200元。景区交警将少年
送到派出所，13日凌晨2点，家
人赶来接走少年。

12日晚上10点左右，泰山
景区大队民警巡逻至天外村附
近时，一个坐在路边的少年起
身上前拦住警车，希望借民警
手机打电话。民警称，听男孩说
话明显是外地口音，年龄只有
十二三岁的样子。

此时天外村基本没有人，
游客稀少。男孩身边也没有成
人陪伴，这引起了副大队长刘
峰的注意。刘峰并没有立即将
手机借给男孩，而是仔细地询
问他为什么独自在天外村，问
他的家里人在哪里、叫什么名
字等问题。

民警称，一开始，少年坚持
说自己来泰安玩，只不过家里
不知道。刘峰并没有因此就放
弃，当问到少年是否跟家里人
闹了别扭负气离家出走时，少
年突然哭了，终于承认自己的

确是离家出走。原来，他家在河
南濮阳，来到泰安时身上仅有
的两百元花光，一直游荡到天
外村。

民警立即联系了派出所，
将少年移交给派出所。13日凌
晨两点，少年家人赶来，从派出
所将其接走。

14日下午3时许，环山路芝田河桥东十字路口，三辆轿车追尾，车
辆碎片散落路上，过往车辆绕行。 本报记者 张伟 摄

羊肉价格三连降

草莓跌价近一半

带两百元赌气离家

少年半夜向交警求助

三车追尾

离家少年向交警求助。 本
报通讯员 摄

环泰城游憩带形成四个群组，旅游收入大幅增长

发发展展乡乡村村游游
启启动动旅旅游游转转型型新新引引擎擎

本报泰安3月15日讯 (记者
曹剑 通讯员 刘艳 ) 近日，记
者从交警城西大队了解到，缫丝厂
院内和事故处理中队各增设一处
简易程序处理地点，方便群众快速
处理交通违法。

为进一步深化便民利民措施，
缓解驾驶员处理交通违法难的现
象，针对辖区实际情况，城西大队
在迎胜东路易初莲花南事故处理
中队队部和龙潭路老汽车站南临
缫丝厂院内分别增设两处违法处
理室。

市民可以在两处违法处理点
办理简易交通违法，查询交通违
法、打印罚单、刷POS机缴纳罚款，
一站解决。这一便民措施得到社会
各界和群众的一致好评。

泰城西部新增

两处违法快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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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山路安装的高清监控。 本报记者 曹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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