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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香港著名影星米雪女
士在山东淄博会见了头等传媒
董事长、头等网CEO、淄博美联
臣美容医院负责人高守建先生。

米雪女士此次主要应约出
席淄博美联臣美容医院开业
庆典。美联臣，由中国医疗行

业翘楚——— 北京五洲投资集
团和加拿大PROMAX国际医
疗投资集团共同斥巨资建立。
作为国内首家定位于女性身
心美化集成定制的专业整形
机构，美联臣 (中国 )领衔于中
国整形美容行业，跻身中国整

形美容产业最快速成功品牌
和最知名品牌之一，被称为中
国内地最大的明星整容秘密
基地，成为业界奇迹。淄博美
联臣美容医院位于联通路与
世纪路交叉口的繁华地段，是
山东省目前最先进、最专业的

整形美容服务机构。
由资深媒体人高守建先生

领 衔 创 办 的 头 等 网
(www.toudeng.cc)是一家以服务
文化、金融、健康领域为目标的
众筹公益平台。通过这个公益平
台，创业者、投资者、志愿者、有

梦想者可以筹钱、筹物、筹人、筹
点子、筹项目、筹智慧，为项目发
起者提供募资、投资、孵化、运营
一站式综合众筹服务 ,帮助有理
想、有梦想的人群实现理想，实
现梦想。目前正在积极建设，寻
求多方合作。

香香港港著著名名影影星星米米雪雪女女士士会会见见头头等等网网CCEEOO高高守守建建

1133条条公公交交线线路路加加车车直直达达公公墓墓
清明期间公交公司通过智能调控平台监控线路运行情况

本报4月1日讯 (记者 臧振
通讯员 宋帅 ) 记者从山东高速
淄博信息分中心获悉，为预防减
少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交通事故发
生，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依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山东省高
速公路交通安全条例》，2015年清
明节假期期间禁止载运爆炸物
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以及剧毒、
放射性危险品的机动车通行高速
公路。

此次危化品运输车辆禁行时
间为：2015年4月4日零时至2015年
4月6日24时。4月4日零时前已经进
入高速公路行驶的危险物品运输
车辆，应就近驶离高速公路。

对违反规定驶入高速公路的
危化品运输车，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将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九
十九条以及《山东省高速公路交通
安全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 ,

责令改正并处二千元罚款。

清明高速禁止

危化品车辆通行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刘晓) 4

月1日，市环保局发布《清明节文明
祭祀倡议书》，倡导文明祭祀、保护
生态、减少污染。

据了解，为维护优美整洁的城
乡环境，市环保局倡导用环保、自
然的方式进行祭祀，做到不污染
环境、不破坏草地树木、不影响他
人生活等。大力推行鲜花祭祀、植
树祭祀、网上祭祀、开家庭追思会
等文明健康安全的祭祖仪式，通
过献一束花、敬一杯酒、植一棵
树，以及清扫墓碑、颂读祭文等方
式寄托哀思，提升传统节日的现
代意义。同时提醒，要严格遵守有
关防火规定，不违规用火，自觉维
护环境安全，做到不在山头、林
地、墓地烧纸焚香、燃放鞭炮，杜
绝各种不安全隐患的发生。

淄博市环保局：

发文明祭祀倡议书
倡导绿色环保祭祀

超超期期不不续续费费，，部部分分公公墓墓难难坏坏人人
目前没有法律界定是否是“无主”，管理者不知如何处置

日前，沂源县南麻中心小学响
应团县委、县少工委的倡议，在少先
队员中开展“一元一份爱·共筑中国
梦”爱心压岁钱捐赠活动。

少先队员们积极踊跃地拿出压
岁钱表达自己的爱心，大家共捐款
1286元。学校团委将尽快将捐款上
交团县委，统一用于帮扶广大农村
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和贫
困家庭子女等青少年群体，让他们
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的爱，来自
朋友同学的关心。

(李秀梅)

南麻中心小学:

开展压岁钱
捐赠活动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臧振
通讯员 鲁善民) 清明节是

市民扫墓祭祀的高峰拥堵期，4

月1日记者从市公交公司获悉，
为方便市民出行，市公交公司将
对部分公交线路，如张店直达淄
川、博山、周村的公交线路增加
运力，加密车次。

市公交公司将通过智能调

度平台和视频监控平台，实时
监控线路运行情况，并随时对
公交车辆进行调度，以保障市
民出行快捷、安全。市公交公司
现公布部分区县途径公墓线
路，希望能对市民出行有所帮
助：

张店区玉皇陵公墓：可乘
坐两条公交线路到达，游6路

(临淄——— 张店)、20路(临淄发
车)；淄川区德归园公墓：39路
(峨庄——— 淄川 )；博山区博山
公墓：1 1 8 路 ( 非公交公司车
辆，博山新客站乘车)；临淄区
黄埠山公墓：暂无公交线路；
张店区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
纪念馆：8路 (到太平村下车，
步行约1 . 5公里 )，7 6路；淄川

陵园：23路车(淄川公交站---
-蒲松龄故居 )，103路 (公交东
站——— 淄博矿务局) ,115路；临
淄陵园：73路，66路(非公交公
司车辆 )，下车步行约1公里；
博山陵园：118路(非公交公司
车辆，博山新客站乘车)；淄博
市烈士陵园：22路，大埠山下
车，步行约20分钟。

3月31日，本报报道淄博市各个殡仪馆2000余个骨灰盒无人认领，寄存最长的已有40年，成为了“无主骨
灰盒”，而记者调查发现公墓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淄博7家公墓的建设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部分公墓中
的墓穴20年租期已到，墓主家属面临二次交纳管理费，有些因为无人前来续费，成为“无主墓”。

墓地租期仅20年

不续费导致墓无主

记者从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
了解到，淄博市共有7家公墓，张店
的玉皇陵公墓，临淄的黄埠山公
墓，淄川的德归园公墓，龙山陵园，
三台山公墓，博山公墓，沂源的荆
山公墓，这些公墓始建于上世纪90

年代，满20年的墓地日渐增多。
博山公墓始建于1995年，墓地

管理期限是20年，“今年，陆续有墓
穴到了使用期限，截至目前，满20年
的墓穴大约有200个。”博山公墓负
责人介绍，到期的墓穴面临续缴管
理费用的问题。据公墓工作人员介
绍，他们还无法确定这些到期的墓
地是否为无主墓，因为不排除这些
墓地亲属确实有特殊原因无法前
来缴费，因此，公墓不能随意处置
这些到期墓穴。

目前落葬人数达到1万余人的
玉皇陵公墓也存在墓地到期的情
况。“近几年陆续有些墓地到期，每
年50元的管理费，大多已经续缴了，
没有续缴的数量不大。”玉皇陵公
墓一工作人员介绍，这些无主墓的
产生，主要是因为亲属已经不在本
地，不经常回来扫墓，可能暂时不
知道墓地到期。另外就是因为与逝
者隔了几代的亲属，随着时间推移
到了第三代、第四代，感情变淡了，
就可能没有祭扫，就成了无主墓。

没有明确处理方案 公墓单位不敢处理

对于这些“无主墓”，玉皇
陵公墓管理方也只能清明期
间在园区支个牌子，将需要缴
费的墓地进行公示，提醒前来
扫墓的亲属缴费，“不论是出
于人道主义还是其他，从来没
有动过这些墓。”玉皇陵工作
人员说，目前没有法律法规明
确规定怎样处置这些“无主
墓”，只能继续进行后期维护。

而《山东省殡葬管理规
定》明确要求，公墓主办单位

应当在期满前180日内通知户
主办理继续使用手续；逾期不
办理的，按无主墓处理。“虽然
公墓主办单位有权处理这些
无主墓，但如何处理，怎么处
理，没有明确的方法和规定。”
沂源荆山公墓负责人说，随着
时间推移，到期的墓穴越来越
多，无主墓可能越积越多，为
保障公墓的正常运营和土地
的有效使用，希望制定相关法
律法规，对如何处置这些“无

主墓”做出详细规定。
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工

作人员也表示，目前与殡葬相
关的法律法规，对无主墓的处
理的确没有细致化的规定，因
此各个公墓主办单位都比较
谨慎，没有轻易动过这些无主
墓。同时，提倡这些无主墓生
态安葬，如果此前曾购买墓
穴，到期后不愿续租，可以通
过海葬、树葬等落葬方式，不
仅环保，而且费用较低。

本报记者 唐菁

清清明明期期间间林林区区内内烧烧纸纸将将被被处处罚罚
森林火情两成由祭祀造成，全市2300名护林员上岗执勤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刘光
斌) 为应对当前的森林火险预
警，市森林公安局开展了“严厉
打击野外违法用火行为专项行
动”，市民在林区内有烧纸钱、烧
荒等违法用火行为，将会处以行
政处罚。

3月31日，记者从市森林公
安局了解到，去年淄博全市共发
生大小森林火灾167起，其中因

祭祀烧纸钱等引发的火灾大约
可占两成。“近期持续的气温回
升、多大风等天气，使得林业部
门发出的火险预警一直在4级以
上。”市森林公安局防火科科长
牟同保介绍。

据了解，根据我国《森林防
火条例》，在林区范围内烧荒、烧
纸钱等行为均是非法野外用火
行为。“该专项行动为从今年3月

份至5月底，倘若森林公安机关
工作人员在巡山过程中，发现市
民在林区内有烧纸钱、烧荒等违
法用火行为，倘若不服从工作人
员的警告和管理，则要被处以行
政处罚。”牟同保介绍说，对于此
类行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林业主管部门可给予警告，并对
个人并处200元以上3000元以下
罚款，对单位并处1万元以上5万

元以下罚款。或根据《治安管理
处罚条例》处以行政拘留处罚。

此外，为加强户外野火管
理，专项行动期间，全市2300名
护林员将全部上岗，24小时值
班，在进入林区的重点路口设立
430个检查站进行防火检查，组
织98支火源巡查队伍，分片开展
野外火源巡查，及时处置野外违
法用火。

淄博某公墓的墓地。 本报记者 唐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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