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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C03

1路、12路将改为无人售票车
1月10日起施行

本报枣庄1月8日讯 (通
讯员 李方伦 万照广
记者 崔维成) 1月5日，由
薛城区残联与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举办的2012年
残疾人就业援助月专场招
聘会举行，10位残疾人通过
本次招聘会找到了工作。

“俺终于找到工作了!”5

日上午，薛城区42岁的残疾
人庄宁宁在区残疾人综合
服务大厅高喊。据庄宁宁
讲，由于他身有残疾，之前
找工作的时候总是遇到困
难，通过此次招聘会找到了
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他非

常高兴。
据薛城区人力资源服

务中心主任孙延伟介绍，
本次专场共有11家企业参
加，向全区的残疾人提供
了 1 5 1个就业岗位。同时，
到场求职的残疾就业人员
还可获得相关扶持政策咨
询，免费提供个人求职简
历入库、就业指导、自主创
业等服务。

据工作人员统计，通
过洽谈，参加应聘活动的
3 6名残疾人中，已有 1 0人
顺利地与用人单位签订了
用工意向。

薛城区举行残疾人招聘会

向残疾人供岗151个

本报枣庄1月8日讯(记
者 袁沛民 通讯员 马
秀标) 8日，记者从公交总
公司了解到，从2012年1月
10日起，1路、12路公交车将
由人工售票车改为无人售
票车，其中1路公交车全程
票价1 . 5元。

据了解，1路车具体投
币(刷IC卡)计费方式为，市
中至峄城方向：始发站枣庄
老火车站 (或三角花园 )至
206国道口站区间段内，乘

客上车每人次投币1 . 5元。
206国道口至终点站峄城吴
林站区间段内，每人次投币
1元，乘车刷IC卡九折优惠；
峄城至市中方向：始发站峄
城吴林站至海燕驾校站(原
印染厂站)区间段内，乘客
上车每人次投币1 . 5元。海
燕驾校站至终点站枣庄老
火车站 (或三角花园 )区间
段内，每人次投币1元，乘车
刷IC卡九折优惠。

公交12路路线的计费

方式为，三角花园至抱犊崮
方向：三角花园至孟庄站区
间段内的乘客，每人次投币1

元。三角花园至峨山口、下杜
庄站的乘客，每人次投币2

元。该区间段内的乘客乘车
仍按原票价执行。三角花园
至崖头、抱犊崮站的乘客，每
人次投币3元，该区间段内的
乘客乘车仍按原票价执行，
刷IC卡九折优惠。抱犊崮至
三角花园方向：抱犊崮站至
崖头站区间段的乘客，每人

次投币1元。抱犊崮站至下杜
庄、峨山口站的乘客，每人次
投币2元。该区间段内的乘客
乘车仍按原票价执行。抱犊
崮站至孟庄、三角花园站的
乘客，每人次投币3元，该区
间段内的乘客乘车仍按原票
价执行，刷IC卡九折优惠。工
作人员提醒乘客上车主动投
币(或刷IC卡)，并准备好零
钱，车上不找零钱。调整后的
线路运行时间、站点、班次
间隔均不变。

本报枣庄1月8日讯 (记
者 赵艳虹) 8日，枣庄迎
来了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
5℃。气温有了明显回升。但
天气仍很干燥，市民应注意
多喝水，防止上火。

记者从枣庄气象局获
悉，近期气温逐步回升，最
高气温升至5℃。9日从白天
到 夜 间 多 云 ，最 低 温 度 -
3℃、最高温度5℃，降水概
率10%，相对湿度40%。10日
从白天到夜间多云，最低温
度-4℃、最高温度5℃。11日
从白天到夜间晴，最低气温
-5℃、最高温度2℃。记者从

枣庄市环境监控中心了解
到，枣庄市空气污染指数为
76，空气质量级别Ⅱ级，空
气质量良，首要污染物为可
吸入颗粒物。

但从9日开始，天气温
度逐渐降低。冬季天干物
燥、相关部门要做好高火
险天气、重大节假日的防
火安全工作。节日日趋渐
进，市民们会沉浸在节日
的喜悦中，但外出一定要
做好防风防寒措施。据有
关专家介绍，这样天干物
燥的天气，一定要及时补
充水分。

本周气温小幅回升

最高气温升至5℃

本报枣庄1月8日讯(记
者 李淼 武春澍) 8日，
是全国春运开始的第一天，
记者从枣庄市长途汽车总
站和京沪高铁枣庄站发现，
春运第一天枣庄客流以平
稳为主。

8日下午，记者来到了
枣庄市长途汽车总站，发现
这里的客流量并不是很多，
乘客都可以短时间内买到
票并且及时上车。车站相关

负责人马广志告诉记者，8

日是全国春运第一天，但已
经是山东省春运的第三天
了，目前客流量比较平稳。

“春节之前客流量都将比较
平稳，今天共接送旅客1 . 1

万人左右，预计春节前客流
量都将很平稳，第一个小高
峰将出现在腊月26日左右，
那时预计客流量能达到1 . 4

万人左右，然后再到年初六
左右了，此时将会是一个大

高峰，预计客流量能达到2

万左右。”
此外，枣庄长途汽车总

站还预备了50多辆高级客
车作为备用，主要用于应付
高峰期客流，根据客流方向
的变化随时增加班次。目前
站内售票窗口增加了两个，
并且将时间延长至19点10

分，比以前延长了10分钟，
并且枣庄汽运公司机关人
员全部充实到三品检查一

线。
而在京沪高铁枣庄站，

也并未出现客流高峰，目前
客流比较平稳。8日，京沪高
铁枣庄站上车人数大约在
1400人左右，客票收入截止
到下午5点共157778元。高
铁站的相关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年前发送旅客较少，
到达旅客较多。年后发送人
数将会增多，预计年初三会
迎来高峰期。

春运首日枣庄客流平稳
公路运输预计腊月26日将出现客流高峰

本报枣庄1月8日讯
(记者 白雪岩 通讯员
张朝晨 ) 记者从中广有
线枣庄分公司了解到，从
今年1月1日至2 2日，枣庄
已开通3D电视试验频道，
目前频道为试验阶段，预
计到春节期间改为正式播
出，届时频道每天将播出

13 . 5小时的3D电视节目。
中广有线枣庄分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开
通的 3 D电视频道为试验
阶段，节目时间为每天上
午十点半，时长达4个半小
时。有线数字用户收看3D

电视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
件 ：一 是 配 备 高 清 机 顶

盒，二是具备3D电视机和
3 D眼镜。同时，观众收看
3D电视，需要注意高清机
顶盒与电视机的HDMI接
口的版本必须都在1 . 4a或
以上，否则需要手动将电
视机设置为3D模式，才能
感受身临其境的立体电视
节目。

据介绍，3D电视频道
预计到春节期间改为正式
播出，届时频道每天将播
出 1 3 . 5小时的 3 D电视节
目。除综艺、动画片、体育
比赛等节目外，还将转播
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
会、伦敦奥运会等重大活
动。

春节期间枣庄正式开播3D电视频道

市民可戴3D眼镜看春晚

交警送年画
1月8日上午，市中区春运工作启动仪式在枣庄市汽车

总站举行。市中交警大队民警向群众发放了1000余份交通
安全宣传年画和宣传挂图，教育动员广大群众不坐超员车，
不开超速车，拒绝酒后驾驶，确保出行安全。

本报记者 徐萌 通讯员 刘统奎 刘飞翔 摄

夜查保安全
1月7日晚8点至10点，枣庄市公安局市中分局交警大队

组织开展夜查行动，严查酒后驾驶违法行为。当晚，交警查
处交通违法行为120余起，其中酒后驾驶2起。

本报记者 徐萌 通讯员 刘统奎 刘飞祥 摄

汽车自燃 8日中午，一辆小轿车在龙头路与龙庭路交界处发生自燃。据了解，
自燃原因可能是车内线路老化导致。 本报记者 武春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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