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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泰泰樱樱桃桃节节周周六六开开幕幕去去尝尝鲜鲜啦啦
同时举办经贸文化交流会等活动

本报泰安5月5日讯(记者 王
伟强 通讯员 赵文存 肖根法)

5月9日，以“相约物华天宝，祈福
莲花圣地”为主题的“2015中国·新
泰樱桃节暨经贸文化合作交流会”
将在新泰市拉开帷幕，活动持续一
个月。樱桃节期间，不仅游客能到
天宝樱桃基地观赏采摘樱桃，还将
举办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

据了解，5月9日上午，“2015中
国·新泰樱桃节暨经贸文化合作交
流会”开幕仪式将在新泰莲花山举
行。届时，将广泛邀请国内外客商，
开展合作交流，共商发展大计，促
进项目和产业对接，在更广领域、
更深层次上扩大对外开放，吸引更
多的海内外客商到新泰旅游观光、
考察指导，投资兴业，努力开创互
惠互利、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开

幕式当天，将举行2015中国·新泰
经贸合作洽谈会签约仪式。

与此同时，还将举办“新泰名
优农产品展”、“大美新泰”摄影大
赛暨优秀作品展、鲁新派盆景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图片展览暨优秀
项目现场展演、新泰市首届道德模
范事迹展、到天宝镇樱桃基地参加
观赏采摘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游客
不仅可以品尝到新泰具有浓郁地
方特色的农产品，而且可以切身感
受新泰深厚的历史文化、领略优美
的自然风光，同时还可以参加新泰
市旅游商品设计大赛、“樱桃红了·
醉美新泰行”微信美图大赛等活
动。

镜头不变，精彩不断。樱桃节
期间，新泰还将举办“和美新泰·你
我有约”乡村游、“美食新泰”系列

宣传、“泰安商业银行杯”环青云湖
健步走比赛、“樱桃情·花冠杯”全
民健身登山比赛、全国汽车生活名
城展等一系列活动，整个樱桃节将
持续到6月9日。

本报泰安5月5日讯(记者 张
伟 通讯员 房岩 孙秋晨 ) 5

日，泰安市城管执法局岱岳区分局
联合粥店街道办事处、公安、工商、
食药等部门，对泮河东路两侧占用
公共场所乱搭乱建的24处棚厦进
行集中拆除。

5日上午8时许，联合执法人员
沿泮河东路，由南向北开始进行整
治。部分商户见状，自行清理店前
乱堆乱放的物品。“平时店里空间
太小，东西放不开，不得已堆到了
路边上。”商户李先生说，他会跟店
里的服务员交代好，今后不会再占
用公共场所和人行道。

据了解，泮河东路长约750米，
位于光彩大市场西侧，南北连接泰
山大街与灵山大街，是光彩大市场

周边比较重要的一条交通道路。
“该路段沿街饭店较多，商户受经
营场所面积限制，私自占道搭建棚
厦，摆放烧烤炉具、用餐桌椅等物
品，影响周边市民出行。”执法人员
说，随着天气变热，商户为招揽顾
客，占道经营、店外经营现象日益
严重，道路两侧乱设广告标牌、乱
堆乱放，经营过程中垃圾、污水、油
烟遍地，成为大家投诉和关注的焦
点。

执法人员介绍，为解决这一问
题，岱岳区执法分局与粥店街道办
事处牵头，联合各相关单位，组成
联合整治办公室，并于4月25日、26

日向相关当事人下达了责令限期
改正通知书，要求在5月1日前将棚
厦自行拆除完毕。“部分业主受利

益驱使，对拆除棚厦存有抵触情
绪，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做工作，占
道棚厦依旧没有自行拆除。

拆除现场，对自行拆除较为困
难的业主，执法人员集合人力，现
场帮其进行安全拆除。为减少业主
经济损失，遵循保护和再利用的原
则，尽量按照当事人的要求进行拆
除，棚厦分解后由当事人自行处
理。

此次集中整治共拆除棚厦24

处，恢复公共用地3000余平方米，
清理店外堆放30余处，落地标牌8

处，清运垃圾5车。“下一步，我们将
加大对该路段的巡查、监控力度，
并积极与辖区办事处、光彩大市场
等单位对接，巩固整治成果。”

本报泰安5月5日讯
(记者 张伟) 4日晚，御
碑楼路中段，一公交站广
告牌被撞坏，向一侧倾倒，
玻璃碎了一地。广告公司
一负责人称，广告牌被撞
坏需要重新更换，损失在3

万元左右。
5日上午8时许，御碑

楼路中段路西，一公交站
牌处的广告牌向一侧倾
斜，人行道上的地砖向上
拱起，断裂的螺丝被扔在
路边，一侧的绿化带里，大
量玻璃碎片堆积在一起。
几名在该处等公交车的市
民见状，远远地躲到一边。

“4日晚10点左右，工
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说有

个公交站牌被撞坏了，需
要更换。”该广告牌负责人
王先生说，当天他路过该
路段时，广告牌还完好无
损。“晚上光线不好，估计
有车路过时没注意，撞坏
了广告牌。”

该广告牌东北角，有
明显撞击的痕迹，并残留
有撞击车辆的车漆。王先
生分析，该路段禁止大型
车辆通行，能撞到广告牌
顶角的，只有公交车。“我
们已经拨打了报警电话，
随后也会到公交公司查看
相关情况。”

王先生介绍，该广告牌
损坏后，没法当场维修，只
能更换，损失在3万元左右。

本报泰安5月5日讯
(王世腾) 5日，岱岳区交
通运输局整治泰肥一级路
上运送砂石的大货车。一
上午时间，稽查人员就查
获20辆砂石车。超载货车
将按依法实施上限处罚，
最高罚3000元。

5日上午10点，在泰肥
一级治超检查点，五辆运
送砂石的车都按照指引进
入检查点。岱岳区交通局
稽查人员走上前，“你的车
冒尖了，已经超载，请及时
清理。”

货车司机赶忙爬上车
顶，翻开帆布，用铁锨将超
出车厢的石子铲到车底。
随后货车司机带着《山石
运输车辆规范装载证明》
来到检查点签上司机名字
后，稽查人员现场将车号、
车主信息、司机名字等信
息详细记录。“货车出厂
前，石料厂需要开三份装
载证明，石料厂留一份，司
机留一份，检查点留一
份。”工作人员说，装载证

明包括车主、起运企业、车
牌号、到达地、年月日、企
业签章等。拉砂车如出现
问题，稽查人员能第一时
间倒查到拉车的司机和石
料厂。记者在现场看到，一
上午时间，就有20辆拉砂
车被现场磨平，被清理下
来的砂石就地掩埋。

“我们共检查山石运
输车390辆次，依法纠正、
查处违章运输车辆120余
辆。”岱岳区交通运输局工
作人员说，泰肥一级每天
有上百台车运送砂石。近
来气温升高，超载砂石对
沥青路面危害增大。此外，
散落在路面上的石子因车
速过快，容易溅到车窗玻
璃上，引起交通事故。

“李马沟村段，是砂石
的主产地。”工作人员说，
泰肥一级路沿线遍布15家
砂石料场，到泰安的砂石
车都要经过这里。执法人
员为从源头上控制砂石扬
撒现象，才在泰肥一级路
上设置检查站。

岱岳区多部门联动整治泮河东路

2244处处占占道道棚棚厦厦集集中中拆拆除除

谁开车这么猛
撞坏公交站广告牌

泰肥一级路上砂石车
一上午查住20多辆超载

▲执法人员拆
除棚厦。 本报记
者 张伟 摄

清理棚厦内
物品。 本报记者

张伟 摄 广告牌被撞得向一侧倾倒。 本报记者 张伟 摄

据记载，新泰是中华樱桃的原
产地，素有“江北鲜果第一枝”美
誉。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8大系
列、30多个品种，栽种面积5万亩。
每年5月，樱桃挂枝，红果满树，吸
引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作为本次
樱桃节开幕式举办地，新泰莲花山
旅游度假区是国家4A级景区，拥
有天下第一奇石——— 天成观音，被
誉为“莲花世界，观音胜境”，已成
为人们理想的休闲旅游度假目的
地。

相关链接 本报泰安5月5日讯
(记者 邢志彬 通讯员

于洋 ) 泰安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4月29日发
布通告，将对S331省道等6

条路段进行移动测速。通
告将在5月5日起实施。

6条测速路段和具体
限速值如下：

1、S331省道(泰东路)。
16KM+100M—19KM段，
限 速 6 0 公 里 / 小 时 ；
21KM—25KM+400M段，
限速70公里/小时；

2、S103省道(济临路)。
61KM+500M-67KM段，限

速60公里/小时；
3、S244省道(枣徐路)。

89KM+600M—102KM+
200M段，限速60公里/小
时；

4、泰良路。北旺村—
梁庄路段，限速60公里/小
时；

5、S329省道(泰肥一
级路)。金牛山路口至肥城
界路段，限速9 0公里/小
时)；

6、新S330省道(口山
路)。35KM+100M—36KM
+200M路段，限速60公里/

小时。

六条路新增移动测速
多处限速60公里

本报泰安5月5日讯(记者 赵
兴超) 4日晚上，市民梁先生打车
时把手机落在出租车上，手机里存
着已去世两年母亲留下的唯一一
组照片。由于没留下打车小票，梁
先生一时记不起车牌，希望捡到手
机的好心市民可以留着手机，但请
把照片还给他。

4日晚上9点多，家在市区的梁
先生从财源大街打车，到长城路12

号街。由于前排还有一名女性乘
客，梁先生和妻子坐在后排。车子
开到12号街统一银座超市门外，梁
先生两人下了车，走到超市门口

时，梁先生一摸口袋发现手机不见
了。“在车上的时候还拿着手机，肯
定落在车后排座位上了。”梁先生
说，等他回身找出租车，出租车早
已向东开走。

梁先生说，打车是办个人的
事，所以没有留小票，也没记清楚
出租车牌照，只记得车型是一辆新
桑塔纳。“手机已经用了几年时间，
也不值几个钱，里面有我母亲的照
片，那些照片对我们太重要了。”梁
先生说，母亲前年去世，生前的照
片一共留了200多张，都在丢失的
手机里，没有其他备份，这些照片

对他意义非常。
除了母亲的照片，梁先生丢失

的手机里还有一百五十多个客户
的电话，都是公司的老客户。其中，
有部分客户还欠着三四十万元货
款没要回来，没了联系方式，这部
分欠款更加难要。

5日上午，梁先生的朋友们也
帮他从网上发微博寻手机。梁先生
表示，希望出租车师傅或者后来坐
车捡到手机的好心人，能够把照片
和通讯录资料交还给他，手机怎么
处理都可以。

打车时遗失手机，里面有过世母亲照片

““手手机机不不重重要要 请请把把照照片片还还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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