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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 1月 3日讯 (记
者 孙璇 ) 3日，记者实地
探访了解到，任城大道景观

提升工程基本完工。景观绿
化带中铺设健康步道，透水
性好，减缓内涝，诠释了海

绵城市的设计理念。市民漫
步健康跑道也能感受到丝
丝惬意。

1月3日上午11点，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在任城
大道与环城西路交界处看
到，这里的绿化带已经改造
基本完工。绿化带附近有小
广场、座椅供居民休憩。道
路两旁，种满了雪松等常绿
植物，点缀着景观石。小路
尽头，是鹅卵石铺就的“雨
水花园”。

“普通的城市硬质路面，
雨水下渗速度慢，下大雨时，
雨水快速涌入下水道，容易积
水。”任城区园林绿化管理处
综合科科长仇锦秀介绍，任城
大道的绿化景观海绵道路采
用透水性混凝土，改造后的道
路透水性好，下渗速度快，可
以供给地下水，涵养水源和减
缓内涝，符合海绵城市的理
念。

仇锦秀坦言，随着济宁城
市规模的扩张，任城大道逐步
成为城区主干道，但服务功能
略显不足，道路绿化品种较为
单一，缺少人行步道和休憩游
园，绿化空间利用率较低，因

此对任城大道进行景观绿化
提升。

“以前的绿化带主要种
了草皮，现在增加了雪松、椤
木石楠、油松等常绿植物的
种植比例，还栽种了鸢尾、大
滨菊、天人菊等草本植物，花
期错落有致，形成‘一路一
树、一街一景’的绿化格局，
达到‘三季有花、四季常绿’
的城市绿化景观效果。”仇锦
秀说。

“早上晨练时，沿着健康
步道多走几圈，空气清新，道
路两旁姹紫嫣红，甚是好看。”
家住凤凰太阳城的居民张静
说，在寸土寸金的市区能有这
么一方绿地，像是生活在大自
然中。

据了解，任城大道东起
105国道，西至火炬路，全长
7 . 2公里，绿化面积达45万平
方米，增加栽种的乔木和花灌
木达1万余棵，建有六处雨水
花园。在敞亮的地带还摆放了
以地域文化特色为主题的雕
塑。

任城大道景观提升工程基本完工

漫漫步步健健康康跑跑道道如如置置身身大大自自然然

任城大道改造完成的绿化景观带。 本报记者 孙璇 摄

本报济宁1月3日讯 (见
习记者 孙文迪 通讯员

刘艳 ) 记者从济宁市旅
游发展委了解到，在最新评
选的省级精品民宿名单上，
济宁共有山里胡同文化民
俗精品小院、万紫千红理想
家等5家民宿入选，入选数
量位居全省前三甲。

入选此次名单的济宁5
家精品民宿分别是山东上九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山里胡
同文化民俗精品小院、山东
万紫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
万紫千红理想家、曲阜孔子
文化国际慢城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的优宿、济宁禅舍香奈
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半畝方
塘、泗水圣水峪镇南仲都村
村民委员会的圣水峪金楸民

宿。
“2017年10月1日试营

业以来，就一直接到旅客
的咨询和预定。”上九山景
区导游服务主管李佩说，
2017年12月底时还接到一
个公司举办的年会，2 0多
人住在了山里胡同的民乐
小院、盆艺小院和根艺小
院。

李佩介绍说，山里胡同
文化民俗精品小院由1 6个
小院组成，有以自然景观为
特色的小院，像是陶艺小
院、莺歌小院，也有现代艺
术的小院，像民乐小院、泥
塑小院等。设施配备完善的
胡同文化民俗精品小院目
前还未正式开门迎客，“小
院预计将于今年5月1日正

式营业。”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了解到，在《关于加快山东
省饭店业发展的意见》中提
出，要发展一批规范化精品
民宿，并提供政策扶持，对符
合精品民宿规范标准的新建
和改造提升的乡村民宿、城
市民宿，达到15个床位以上
的，每个床位一次性补贴
3000元。

“加强人才培养和职业
技能的培训是住宿行业经营
管理的重点。”济宁市旅游委
规划科相关负责人表示，从
2017年开始，每两年组织一
次的饭店业服务技能大赛，
也会引导民宿行业参与进
来，从而不断提高民宿从业
人员的素质。

济宁5个民宿入选省级精品民宿名单

上上九九山山里里胡胡同同民民俗俗小小院院五五一一迎迎客客

本报济宁1月3日讯 (记

者 李锡巍 通讯员 王

磊 ) 3日上午，济宁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举行全市网

络餐饮服务平台创建食品安

全先进市启动仪式，调动社

会各方面力量和资源，推动

食品安全先进市创建工作深

入开展，提升全市网络餐饮

服务平台食品安全保障水

平。

市食安办、市食品药品

监管局相关负责人，美团、饿

了么平台等餐饮企业200余

人参加了启动活动。活动中，

美团及饿了么网络餐饮服务

平台济宁区域相关负责人分

别进行了创建食品安全先进

市公开承诺；济宁市美景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全聚德济宁

店，作为线下餐饮服务单位

代表也发布了线下餐饮服务

单位创建食品安全先进市公

开承诺。参与活动人员还现

场参观了全聚德济宁店食品

加工场所。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从活动中获悉，在食品安

全先进市创建中，要求全市

网络餐饮服务平台及入网商

户以启动仪式为开端，确保

入网商家具有实体经营门店

许可登记合法；线上线下餐

饮食品服务同标同质；配送

环节食品不受污染；消费者

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济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餐饮服务食品监管科科

长王春华坦言，网络餐饮服

务平台，一端联系着线下餐

饮服务单位，另一端连接着

广大消费者。此次活动是为

了引导各入网餐饮商户切实

履行食品安全责任义务，规

范经营行为，并配合监管部

门、网络餐饮服务平台共同

营造良好的网络餐饮消费环

境，促进“互联网+餐饮”健康

发展，保障全市人民群众饮

食安全。

全市网络餐饮服务平台创建食品安全先进市启动

网网络络餐餐饮饮消消费费让让市市民民更更放放心心

本报济宁1月3日讯 (记

者 贾凌煜 通讯员 苏

益若) 日前，针对来临的降

雪降温天气，济宁市第一救

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带上衣

服等保暖用品，巡查大街小

巷，确保流浪乞讨人员温暖

过冬。3日下午，经过劝说，

在红星东路流浪乞讨的一

名78岁老大爷到救助站接

受救助。
3日下午2点，救助站工

作人员沿着运河路、太白楼

路、小南门、越河沿岸、琵琶

山路、红星路等区域前行。

在红星东路与科苑路交叉

口西北角，工作人员发现一

位坐在地上乞讨的老人。

“你家是哪里的？马上下雪

了，跟我们去救助站吧，管

吃管住。”济宁市第一救助

站副站长乔伟与这名老人

沟通。对方称自己78岁，前

天从邹城来济宁玩，家里有

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至于为

什么乞讨，老人没有说。

经过劝说，这位老人愿

意到救助站接受救助，并带

领工作人员到位于火车站

旁的一家小旅店将身份证

和随身物品收拾完毕。身份

证信息显示，老人是滕州市

人。工作人员介绍，将老人

安顿到救助站后，他们将与

滕州市救助站联系，待与老

人家人联系上，救助站工作

人员将把这位老人护送回

家。

7788岁岁老老人人冰冰冷冷街街头头乞乞讨讨

救救助助站站将将把把他他送送回回家家中中

本报济宁1月3日讯(见

习记者 潘宇 通讯员

曾凡雨) 3日，记者在济宁

招 生 考 试 中 心 了 解 到 ，

2018年山东省艺术类统一

考试将于1月7日(本周日)

上午8:30分正式开考，济宁

地区共6357人报名参与本

次考试，其中美术类考生

4 8 7 7人，文学编导考生

1480人。

据了解，作为首次纳

入全省艺术类统一考试的

文学编导类，采用笔试形

式进行考试，分文学艺术

常识和影视评论与创作两

科，每科150分，总分300

分。考生若未达到文学编

导类专业统考本科合格

线，将没有资格参加学校

组织的文学编导类本科专

业校考。

目前，济宁地区编场

工作已经完成，设置5个考

点，共213个考场。据了解，

此次考试文学编导类50个
考场集中在济宁一中老校

区考试，美术统考的163个
考场分布在济宁市育才中

学、济宁市实验中学、济宁

学院附属高中和济宁职业

一中4个考点。

省省艺艺术术类类统统考考本本月月77日日开开考考

济济宁宁66335577名名考考生生报报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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