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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记者从济南方特东方
神画（非遗园）获悉，济南方特将
于4月29日正式开业，开业起至5
月31日将实行优惠票价，成人每
人200元，儿童每人150元。

济南方特东方神画位于槐荫
区吴家堡镇，是一座以非物质文
化遗产为核心、结合现代顶级科
研技术的主题公园。园内主要由
民间手工艺区、民间传说区、民间
戏曲区、经典爱情传奇区、民间风
俗区、杂技与竞技区、神秘文化
区、综合项目区等八大主题区组
成，包含九州神韵、梨园游记、七
彩王国、烈焰风云、仙岛探秘、丛
林飞龙、雷峰塔、化蝶传说、决战
金山寺、牛郎织女、女娲传奇、孟
姜女、熊出没剧场、惊魂之旅等29
个大型主题项目及1000余个文化
小类。

记者了解到，济南方特东方
神画年设计接待量300万人次。实
行一票制，全价票240元/人，儿童
票180元/人。26日，记者在方特东
方神画发现，园区内部分场所正
在进行最后的装修和调试，尚未
达到游玩的条件。27日，方特东方
神画的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目前部分项目已经进入测试和最
后的外装阶段，等待检查通过就
可供游客游玩，但具体哪些项目
可以玩，还得等到开业当天或者
前一天才能确定，大多数项目应
该都可以玩。

该工作人员表示，开业之初，
为感谢市民对济南方特东方神画
长期以来的关注与支持，同时也
考虑到部分项目不能游玩，2015
年4月29日—2015年5月31日，济
南方特东方神画主题公园特推出
优惠票价：成人票优惠价为200元
/人，儿童票优惠价为150元/人。

本报4月27日讯（见习记者 刘飞跃）
记者从公交恒通公司了解到，5月1日—3日，
恒通公司雷锋车队将为持有济南市级及市级
以上劳模证的乘客提供市区内免费接送服
务。如需预订请拨打雷锋车队郭泗镇电话：
13791030278。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刘雅菲） 4月27日
上午，济南市邮政公司与济南本地十余家旅行
社签订合作协议，借助外地游客之手寄递“美丽
济南”。小长假期间，将在济南各大景区设置寄
递点。据了解，自1月24日“把美丽济南寄出去”
主题活动在大明湖畔启动以来，截至目前，通过
进社区、进军营、进校园等多种形式，共寄递明
信片超过10万张，吸引了8万余人参与，形成了
天下泉城欢迎天下宾朋，人人争当济南城市形
象宣传大使的良好氛围。

本报济南4月27日讯（记者 沈振 通讯
员 尚虹） 4月27日起，济南长途汽车总站
全面实行三个月内改签有效的政策。

据了解，从即日起凡购买总站任一时间、
任一地点客票的旅客，在发车前均可到总站
总服务台，凭客票免费换取客票有效期延
长单。旅客只需填写已购买客票的票面信
息，即可享受三个月内免费改签任一地点客
票的服务。

本报4月27日讯（见习
记者 孙业文） 近日，记
者从济南市人防办获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防空法》和济南市人民
政府第150号令，济南市人
防办决定于2015年5月3日
10时至10时30分在全市试
鸣防空防灾警报，提醒广
大市民注意收听，并保持
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警报信号规定如下：
预先警报：鸣36秒，停

24秒，反复三遍为一个周
期；

空袭警报：鸣6秒，停6
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

灾情警报：鸣15秒，停
10秒，鸣5秒，停10秒，反复
三遍为一个周期；

解除警报：连续鸣3分
钟。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张帅） 每年5月，济南

长清榴花似火，樱桃满枝，
正是郊游的好去处。齐鲁
晚报《今日长清》编辑部在
长清区相关政府和党委宣
传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举
办了此次春夏奇石根雕
展，国内奇石根雕收藏爱
好者踊跃参与，一些参展
商已经提前入驻。

此次奇石根雕展是长
清首次由媒体参与主办，配
合济南市长清区旅游季节
而推出的一次文化盛宴。来
自南方省市的奇石收藏者
占据此次展览的大多数，另
外，来自江苏的水晶商、玉
器商，来自东三省的岫岩
玉、松花石等等，都是往年
大受欢迎的展品。

本报举办的此项活动
消息一发布，就有不少业
户打来电话参与。其中经
营陶器瓷瓶的一些展商已
经提前来到现场。“我们要

是去的话，会有三十家一
块儿，往年我们都是搭伙
参展，希望今年会比去年
好。”参展商潘先生表示。

据记者了解，此次展
会除了根雕奇石，还有一
些以往没有或少见的新展
品出现，比如战国红、水
晶、砚台等等。丰富的展品
可以让市民更方便地欣赏
来自全国各地的独特艺
术，更能让来长清过五一
假期的周边大城市人群收
获一种意外的惊喜。

展会地址为：长清区
大学路齐鲁文化产业园北
侧楼下，时间为5月1日至
17日。济南市民可以选择
济微路104国道，到大学路
西行即可到齐鲁文化产业
园（恒大绿洲对面），也可
以通过绕城高速南线、北
线，经京福高速崮山站出，
右行到大学路。展会联系
和 咨 询 电 话 ：贾 先 生 ，
13791117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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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园周边

禁止停车
非遗园位置在济齐路以北，高

铁与京台高速之间，设计日接待游
客30000人。槐荫交警大队副大队长
张晓林介绍，去往非遗园的游客，从
东边来的，可沿二环西路行驶至济
齐路，一路向西即可到达非遗园；西
边的游客则可由黄河大坝转入济齐
路进而到达非遗园；南边的游客可
通过西客站片区通行，沿齐鲁大道
北行至济齐路。

记者了解到，目前齐鲁大道以
东至粟山路之间的济齐路尚在施
工，只能单侧通行，非遗园开园后车
流量大增，为避免停车占据行车道
影响通行效率，济齐路及非遗园周
边路段将禁止停车。

自驾游的车主在哪里可以找到
停车位呢？交警介绍，在非遗园正门
两侧配建有两个停车场，西侧的供
大客车和私家车使用，东侧的供私
家车和非机动车停放，两个停车场
加起来有2600个停车位。

此外，槐荫区政府还协调在非
遗园的东、南、西侧的高庄、宋庄、大
高庄开辟了三处临时停车场，合计
共有停车位约2800个，其中除大高
庄停车场为公交车专用停车场外，
其他两个停车场私家车也可停放。

交警提醒，为保证道路通行，禁
止在非遗园周边道路停车，一旦发
现，将予以严厉处罚甚至拖车。

停车位不足

乘公交游园
非遗园自身停车场加上三个临时

停车场，总共也只有近5500个停车位，
远远不能满足游客的停车需求。

对此，交警提醒济南市民，去非
遗园请尽量选择公共出行方式，目前
有K141、K149、K167、77、133和26路，
共六条公交线路可以到达非遗园。

外地来的游客也可以选择将车
辆停在外围，转乘公交车到达非遗
园。其中由东北方向来的游客，可以
将车辆停在二环西路大魏附近，转
乘公交车到非遗园。由南边来的游
客，则可以选择将车辆停在济南西
站停车场，转乘公交。

“西站地下停车场有1800个停
车位，还有地上停车场，停车很方
便。”槐荫交警大队西站中队中队长
徐垒说，公交车在地下停车场的公
交枢纽就有站牌，很方便换乘。

槐荫交警推出三级交通安全方
案，根据交通流量的变化实施。根
据方案，槐荫交警在二环西路粟
山路口、济齐路腊山河北路桥北
头、济齐路齐鲁大道桥北头，黄河
大坝、济齐路三教堂路口，齐鲁大
道德州路口等六个路口设置交通
管控点位。在非遗园开业期间及节
假日，一旦非遗园周边停车场的停
车位占用率达到90%以上，在这些
点位会实施弹性管控，只允许私家
车出，不允许进。

筹备已久的非遗园（方特东方神画）将于明天（29日）开园纳客。
去非遗园怎么走？在哪里停车最方便？27日，槐荫交警召开媒体见面
会，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答。

本报记者 张泰来 刘雅菲 实习生 戴杰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张泰来
实习生 戴杰） 五一假期，南部

山区交通压力增大，交警提醒市民
去南部山区最好走港西路和103省
道，有可能的话尽量乘坐公共交通
出行，不仅低碳，还可以凭公交车票
享受四个景区的票价优惠。

交警预计，五一期间历城辖区
易发生交通拥堵的地段主要分布
在：洪楼广场路口、全福立交桥下
及周边道路、黄河大桥收费站、历
山北路北外环路口、港九路及南部
山区各景点。

5月2日是西营镇大集，易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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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27线西营镇路段拥堵，影响的景
区是九如山和红叶谷；5月3日，柳
埠镇李家塘集，易造成柳埠镇李
家塘道路拥堵，影响的景区是水
帘峡风景区和野生动物世界。此
外，目前山大南路还在施工，市民往
返尽量绕行解放路、山大北路；旅游
路港九路口也在施工，请市民从经十
路绕行港西路。

历城交警介绍，为了倡导“绿色
交通，文明出行”，历城交警大队在
今年五一联合历城旅游局采取新举
措，对乘坐公交去南山的市民进行

“奖励”。
“五一期间，市民凭公交车票可

在金象山、九顶塔、波罗峪和水帘峡
四个景区享受票价打折优惠，到红叶
谷还可以领取礼品一份。

五一公交去南山 四景区票价优惠
非遗园交通通行示意图 槐荫交警供图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刘雅菲 实习生
许梦婕） 27日上午，济南市委、市政府召

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 ,表彰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济南巨能铁塔制造有限公司等
46个先进单位被授予济南市五一劳动奖状，
荣继凤等102人被授予济南市五一劳动奖章，
山东中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二车间等98个先
进集体被授予济南市工人先锋号。

102人获得

五一劳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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