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欢乐乐过过元元宵宵，，景景区区好好热热闹闹
上九山村有场穿越古今的灯会，梁山好汉们邀您一起闹元宵

元宵节过后，大批学子将启程
返校，济宁各大火车站又将迎来一
拨客流高峰，23日达到客流最高峰，
主要的客流成分为学生，去往高校
比较集中的城市。

21日上午10点左右，记者在京
沪高铁曲阜东站看到，前来乘车的
旅客络绎不绝，从10点至11点也是
该车站最忙碌的时候。记者看到，一
对年过60岁的夫妇在送别儿子，送
到了检票口，夫妻俩还不愿离开，母
亲流着眼泪抱着儿子久久不松手，
此时候车室里再次响起催促检票的
声音，母亲这才放开儿子。

曲阜东站值班站长张良介绍，
年后的第一拨客流已经结束，第二
拨客流高峰是元宵节过后的正月十
六。”张良说，除了去往北京、上海等
大城市之外，省内烟台、济南、青岛
方向的客流也增长较为明显。

“这一次的客流高峰将持续4天
左右，平均日发送量能达到7000人
次左右，主要是学生返校。”济宁火
车站客运副主任李莉说，去往北京、
上海、武昌、南昌、济南、日照、潍坊
等方向的学生流居多。

从正月初六开始截止到现在，
兖州火车站的日均发送人数均突破
了一万人次，从正月十五开始客流
量又会逐渐增加。“现在车票比较紧
张，尤其是长途卧铺，如果旅客还想
乘坐火车出行，可以关注一部分席
位复用的车票。”兖州火车站值班员
崔冬梅说，席位复用的车票返回系
统库的过程并没规律可循，旅客可
随时刷新12306购票官网“捡漏”。

本报记者 庄子帆 实习生
李文杨

过完元宵节

迎学子返校潮

本报济宁2月21日讯(记者 于
伟 通讯员 刘小燕) 2015济宁市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累计上涨
0 . 8%，比上年回落2 . 4个百分点，全
年持续低位运行。其中，食品类影响
最大，影响面占65%。受春节带动影
响，12月份物价涨幅最厉害。

2015年数据显，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CPI)受节日影响尤为明显，尤
其春节前后，物价涨幅达到全年最
高点。数据显示，全年1-12月份，价
格指数呈波浪型走势。1月份环比涨
幅为0 . 1%，2月受春节因素影响，达
到全年次高点，环比涨幅达1 . 1%。此
后其价格幅度一路向下，至5月份跌
至全年最低点，然后逐步向上，又受
春节临近影响，至12月份环比涨幅
达全年最高点，为1 . 2%。

2015年，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
格呈现“六涨二降”态势。其中，食品
上涨1 . 6%，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指
数上涨约0 . 52个百分点，涨幅居首
位。换言之，2015年济宁物价上涨的
0 . 8个百分点中，光食品上涨就影响
0 . 52个点，影响面占65%。

12月物价涨幅高

过春节腰包瘪了

延伸阅读

孔孔庙庙东东路路彩彩绘绘维维修修年年内内开开工工
孔孟文化遗产地世行贷款剩余子项目建设也将陆续完成

本报济宁2月21日讯(记者
汪泷 通讯员 刘金同) 记者
从全市文物工作会议上获悉，今
年“三孔”古建筑油饰彩绘保护
工程将组织开展孔庙东路等彩
绘维修项目的施工。各考古遗址
公园保护工程也将深入推进。

今年，济宁市文物局将分
期分批编制报批孔庙西路等

建筑组群彩绘保护维修方案，
在完成孔庙大成门后檐西次
间试验段专家评估的基础上，
精心组织好孔庙东路等已批
复彩绘维修项目的施工。

同时，推进鲁国故城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继续做好
已完工区域的绿化养护、本体
保护及附属设施养护工作。推

进鲁国故城北中段等主体建
设，编制设计保护方案和施工
图，推进鲁国故城东中段等区
域本体保护工作。

南旺分水枢纽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方面，将根据省文物局
核准的施工文件，做好龙王庙
遗址保护，加强公园安防设施
建设，在公园关键位置安装监

控设施，不断完善游览标示、警
示系统等相关配套设施。

今年还将继续加快实施
孔孟文化遗产地世行贷款剩
余子项目建设，实施曲阜明故
城基础设施提升、邹城古街区
基础设施提升、“三孟”文化遗
产保护工程等建设，力争年底
世行项目建设完成。

蓼蓼河河新新区区即即将将拉拉开开建建设设大大幕幕
沿海川路南段启动系列功能性项目，高新区3至5年再造一座科技新城

本报济宁2月21日讯(记者
马辉 于伟 通讯员 姜

海珍) 今年，济宁高新区又有
大动作！蓼河新区建设将拉开
大幕，在海川路南段率先启动
一系列功能性项目，力争3-5

年再造一个科技新城。
根据规划，蓼河新区将以

海川路南段为发展轴线，蓼河
贯穿，南接接庄街道，北接科
技新城核心区，致力于再造一
座科技新城。

蓼河新区定位为产城家
园片区，将通过主题引领、功
能拓展、生态彰显、蓼河通脉

等主要策略，塑造多彩生活、
多元服务的产城家园。首先，
通过强化主题项目影响力，进
一步完善城市配套服务功能，
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其
中，以海川绿城、水岸天街、创
意产业园、滨水公园等主题项
目引领，带动区域活力，打造
多元复合的城市功能结构。

同时，进一步完善和提升
城市公共环境品质，加强蓼河
资源利用，通过构建丰富的绿
化网络体系。以蓼河为城市公
共空间生长核心脉络，通过滨
水主题分段，彰显城市环境特

色。这里未来将打造成养老服
务、休闲游憩于一体，展示社
区开放、活力、多元片区形象
的核心地段。

其中，以滨水花海田园为
背景，形成极具视觉震撼力的
滨水观光地段，在一个欢乐优
美的城市滨水区，享受大自然
带给我们的欢乐、祥和与宁
静，以自然景观环境塑造空间
品质；通过打造水岸天街、海
川尚街等多元主题空间，提升
和带动区域活力，打造具有地
区影响力的标志性主题空间。

根据规划，这里将布局育

才中学、水岸天地、集装箱小
镇、海川绿城、产业孵化基地、
未来之光广场、蓼河之韵湿地
公园等配套设施。以产城一体
为目标，通过城市综合服务基
地、孵化基地、配套中心等项目
建设，塑造高新区具有品牌影
响力的产业服务配套综合区。

未来，整个海川路沿线将
定位为东城新核心、魅力新风
尚、创智新天地、产城新家园。
随着蓼河新区的建设，将逐步
形 成 未 来 济 宁 东 城 发 展 核
心——— 一个生态之城、科技之
城、宜居家园。

本报济宁2月21日讯(记
者 汪泷) 元宵节到，景区
真热闹！上九山村的民俗灯
会上各类花灯与激光灯相互
映衬，梁山上的好汉们也要
和游客们一起闹元宵

曲阜孔子六艺城推出习
礼仪、观乐舞、比射艺、驾车
游、听教诲、启智力”六门实践
堂，邀请游客们体验中国的传
统文化。孔子故里园的舞龙
灯、抬花轿、摊煎饼、捏面人、楷
木雕、鲁锦纺、孔员外招婿、汉
代婚俗等轮番上演，“敬香拜
圣祈福纳祥”、“撞钟迎新岁”、

“擂鼓赐福音”等祈福文化活
动更是引人入胜。

2月22日至24日，邹城上
九山村首届古庙会之“金猴
闹春”暨首届民俗灯会将闪
亮亮相，锣鼓喧天大巡游，宋
代服饰随你穿。各类花灯、宫
灯、民俗灯与激光灯演绎一
场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穿越
时空的灯会。届时，还会有非
遗传统手工艺亮相景区，小
吃广场内还有各类济宁本土
及外地的特色小吃。

同样在邹城，2016邹城皇
家香草庄园花灯会将持续到2

月23日。本届灯会共展出40余
组大型彩灯灯组，规模堪称济
宁本土规模最大的灯会之一。
此次灯会的制作者均来自中

国彩灯之乡四川省自贡市。他
们根据香草庄园的整体风格
及园内景点，重点体现了欧洲
风情、生肖贺春、猴年等元素。

元宵节当天，“好客山东
贺年会 梁山好汉闹元宵”
将准时在梁山大寨启动。当
天不仅有传统趣味游戏玩
耍，还有各种风味小吃、吹糖
人、捏面人、冰糖葫芦、棉花
糖、爆米花、烤地瓜等布满街
区。此外，游客们还可以欣赏
扭秧歌、跑旱船、拳械、软功、
硬气功、舞龙舞狮等极具梁
山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表
演；梁山好汉闹元宵等水浒
情景剧也将精彩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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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貌似天公不作美，22日部
分地区有一次弱降水的天气过程。

本周天气具体预报为：22日
(周一)，阵雨转多云，偏南风3级，
最高气温10℃，最低气温4℃；23

～24日(周二～周三)，多云间晴，
北风3～4级转南风3级，最高气温
8℃左右，最低气温-2℃左右；25

日(周四)，晴，南风转北风3级，最
高气温13℃，最低气温0℃；26～
27日(周五～周六)，晴间多云，北
风转南风3级，最高气温14℃左
右，最低气温0℃左右。28日 (周
日)，晴间多云，南风转北风3级，
最高气温11℃，最低气温-2℃。

本报记者 庄子帆 实习
生 李文杨

近年，因元宵节燃放孔明灯引发
的火灾事故屡见不鲜。济宁市公安消
防部门倡议，不要燃放“孔明灯”。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公安机
关对在人群密集场所和高层建筑
集中区等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区
域燃放“孔明灯”、拒不服从管理、
危害公共安全的，将依法予以处
罚。根据《刑法》相关规定，燃放孔
明灯犯失火罪的，处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本报记者 苏洪印 通讯员
王振华

乱放孔明灯

小心被拘役

天公不作美

元宵节撂脸子

相关链接

邹城上九古村的民俗灯会迎来众多游客。本报通讯员 陈亚光 摄

济宁绿茵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
(注册号：3708020054561)不慎将公
司公章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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