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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

节日遇堵，快速路适时调流
青岛三色预警应对假期车流拥堵，公布应急交通管制方案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马健 通讯员 王友科)
27日，为迎接双节将带来的
车流高峰，防止胶宁高架
路、杭鞍高架路等主干道成
为停车场，交警部门宣布必
要时除实行黄、橙、红三级应
急响应外，一旦出现道路拥
堵还将适时进行交通管制，
途经驾驶人可按调流路线行
驶。

据介绍，如胶宁高架路
西向东方向的道路达到饱
和。快速路三期的来车由胶
州路、市立医院桥向南沿江
苏路分流，或者向北沿上海
路、馆陶路分流，或者向热
河路、辽宁路分流；从隧道
四川路口的来车，车辆沿莘
县路、冠县路、新疆路向西
分流；如胶州路堵车，由中

山路、馆陶路、冠县路、新疆
路向东分流；如胶宁高架路
东向西或者快速路三期东
西向道路达到饱和状态，车
辆沿市场三路、济南路、莘
县路向西分流。

此外，如杭鞍高架路西
向东方向道路达到饱和状
态，一是车辆由山东路出口
下桥，沿鞍山路向东行驶，或
沿山东路向南、北行驶；二是
车辆由南京路下桥口，沿南
京路向南行驶；三是将辽阳
西路的车辆由吴兴路、绍兴
路、福州路、劲松一路、劲松
三路、劲松五路进行分流。

同时，市北交警大队共
设置诱导指示牌10块；位置
在快速路三期西向东下桥
口处、快速路三期东向西上
桥口处、沈阳路杭鞍高架路
上桥口处、杭鞍高架路西向
东上桥口处、胶宁高架路东
向西南京路上桥口、海信桥
东向西上桥口、胶宁高架路
东向西广饶路口、中山路市
场三路路口、冠县路莘县路
口、胶州路聊城路口。

本报9月27日讯 (记者
邱晓宇 ) 随着中秋、国

庆两节来临，节日消费进入
购销两旺时段。27日，青岛
市物价局发布公告提醒消
费者购物时要货比三家，保
留好发票，遭遇价格欺诈可
拨打12358电话进行举报。

公告中介绍，目前绝大
多数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
节价，个别商家往往利用自
主定价权和购销两旺时段，
在促销时掺杂价格欺诈，并
列举了7种价格欺诈形式，
并为消费者支招应对。分别
是虚假标价、虚夸标价、低
标高结、模糊赠售、模糊标
价、虚构原价、虚假促销。

物价局提醒，在购物时
应仔细核对商品包装内或
吊牌上产品情况介绍，再决

定是否购买。在购买商家以
市场最低价、出厂价、批发
价、特价、极品价等价格标
注的商品时，最好能够货比
三家，做到心里有底。买完
商品交款后，最好能够仔细
核对一下结算清单，检查一
下结算清单中的商品单价，
是否与商品标价签所标的
单价一致。

另外，消费者不要盲目
购买促销商品，若确要购
买，须先问清促销和优惠的
附加条件，在换季或促销
前，最好记住要购买的商品
原价，购买时要仔细对比所
购买的商品是否真正降价。
要谨慎对待商家促销活动，
在购物后要保留好发票，遭
遇价格欺诈及时拨打12358

电话进行举报。

本报9月27日讯 (记者
李晓闻 ) 2 7日记者获

悉，为确保两节期间老百姓
吃得放心，市南区以粮、油、
肉、菜、酒水饮料、月饼、儿
童食品等节日热销食品为
重点目标，组织各职能监管
部门开展食品安全专项大
检查活动。

据悉，市南区将以32家
大型月饼经销商为重点，重
点检查食品流通许可证、营
业执照、从业人员健康证及
月饼相关索证备案材料等
是否齐全有效。对相关证照
及索证索票材料不全的经
营户，责令限期补办相关手
续、材料，对无照经营户坚
决查处取缔。

同时，以学校(幼儿园)

食堂、配餐公司、校园周边
等食品经营场所为检查重
点区域和单位，以持证经
营、就餐区域卫生、餐具卫

生、食品新鲜、卫生状况为
重点内容，检查经营业户
1500余家，现场下达《监督
意见书》79份。目前需整改
的79家经营业户均已全部
整改、落实。

针对海信广场、佳世
客、麦凯乐、家乐福、大润
发、阳光百货等12家大型商
场超市和15个农贸市场、中
小食杂店、专卖店销售的牛
羊肉、生猪肉等畜禽类商品
开展地毯式大检查，对索证
索票手续不全、食品标签不
规范、储藏条件不达标的违
法行为立即查处，对冒用农
产品认证标志的违法行为
进行检查规范，涉及的肉类
及其制品立即下架封存。目
前，共检查食品经营户680

户，取缔无照经营食品业户
3户，整改食品标签不规范
业户7户，下架食品标签不
规范食品120公斤。

本报9月27日讯 (通讯
员 孙雪宁 记者 蓝娜
娜 ) 26日，青岛理工大学
琴岛学院大一学生乘坐903

路公交车时，将装有火车票
的钱包落在了车上。好心司
机辛学恩捡到后，凭借钱包
内的证件信息第一时间将
失物送到了学校。

26日14时，903路公交
司机辛学恩到达前金总站
打扫车辆卫生时，在车厢最
后面的五人座底下扫出一
个咖啡色钱包。打开一看，
发现里面有身份证、青岛理
工大学琴岛学院的图书馆
借书卡、现金190元、还有一
张9月3 0日到泰安的火车
票。辛学恩意识到这个钱包
是琴岛学院大学生丢失的，
便立即带着钱包回到路队。

由于没有这名学生的联系
方式，为了不耽误学生回
家，车队工作人员希望能联
系学校，帮忙寻找失主。

接着，辛学恩和路队业
务检查员胡宁拨打了114，
找到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
院教导处的电话，可电话一
直没人接听。辛学恩便和胡
宁决定带着钱包开车赶到
琴岛学院寻找失主。

在青岛理工大学琴岛
学院，辛学恩向教务处王老
师说明情况，王老师立即将
名字输入学生档案系统进
行查询，查到该学生是今年
刚刚入学的会计系大一学
生钱晓琳。为了不耽误路线
运行，辛学恩和胡宁将钱包
交给王老师，没等钱晓琳赶
来便离开了学校。

快速路三期桥上——— 胶宁高架——— 市立医
院桥——— 江苏路——— 太平路向南行驶

快速路三期桥上——— 胶宁高架——— 市立医
院桥——— 上海路——— 馆陶路向北行驶

快速路三期桥上——— 胶宁高架——— 市立医
院桥——— 热河路——— 辽宁路向北行驶

快速路三期桥上——— 胶宁高架——— 广饶路
出口——— 延安路——— 延安二路向北行驶或转入
延安一路向南行驶

快速路三期桥上——— 胶宁高架——— 澳珂玛
立交桥——— 山东路向北行驶(山东路向南行驶、
徐州路向南行驶、南京路下口向东行驶、银川路
再由宁夏路向东行驶)

环湾大道——— 杭鞍高架——— 山东路出
口——— 山东路向南行驶(鞍山路向东行驶、鞍山
路向北行驶)

环湾大道——— 杭鞍高架——— 南京路出
口——— 南京路向南行驶(辽阳西路向东行驶、绍
兴路向北行驶、福辽桥南北行驶、福辽桥向北行
驶、辽阳西路再由劲松三路向北行驶、辽阳西路
再由劲松五路向南行驶)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马
健 通讯员 陈刚 栾心龙)

双节期间，交警部门将24小
时备战，在进入青岛的6处收
费站设置小型客车免费通道
30个，在重点区域协调增设临
时停车场86处泊位1642个，应
对节日道路拥堵。

为应对双节期间的车流
高峰，交警部门在进入青岛
的 6处收费站设置小型客车

免费通道30个。在高速公路、
国省道、海湾大桥、海底隧道
等通往主城区的道路设置32

处调流节点，根据交通流量
等级启动“绿、黄、红”应急机
制，实施远程控制和多点分
流。以前海一线、主要旅游景
区为重点，加强城区交通流
量的疏导管控，对城区9 6条
道路设置了通行标准，在重
点区域协调增设临时停车场
86处泊位1642个。

此外，在全市弯道、坡道、
桥梁、隧道出入口等128处交
通事故易发点段设置交通岗
哨，增设交通护栏1400米，信
号灯8处。此外，交警部门提前
对全市248处交叉路口、危险
路段设立警示标牌，对20处安
全隐患落实限期整改要求。

节日期间，交警部门将组
织各区、市开展清查行动2 6

次。建立交通事故快速处置机
制，从全市抽调96名专业处置
警力，在主干道设置24个交通
事故快速处置小组，确保一旦
发生交通事故，能够快速出
警。主干道设置不少于2处道
路交通事故处理小组，对发生
的一般以上道路交通事故进
行快速处置，高速公路大队与
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医疗、消
防建立联系机制，及时处置突
发事件。

同时，继续加大对酒后驾
驶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严查超速、超员、超载、疲劳驾
驶以及无牌无证等涉牌涉证
交通违法行为，确保节日期间
道路畅通。

行车>>

增临时停车位1600余个

收费站设30个免费通道

本报9月27日讯(通讯员
赵作超 记者 赵波) 长假
临近，青岛市交通稽查支队展
开拉网式严查。26日，一辆没
有任何营运手续的大巴车荷
载39人竟然拉上78名乘客，超
载达100%，倒客时被抓现行。

“黑出租”机场靠活张口要300

元，多辆出租车因不打表、拒
载被查处。

26日下午，在城阳火车站

加 油 站 旁 ，一 辆 车 号 为 鲁
RH8679的大客车周边聚集了
大量乘客，准备前往新泰、汶
上、济宁等地。经清点，乘客共
有78人，而根据车辆登记荷载
人数是39人，超载率达100%。
同时，乘客每人被收取100元
到150元不等的车费，执法人
员查验该车手续时发现该车
无任何相关的营运手续，当即
决定将该车查扣，并同时将乘
客分流。

在机场，一辆车号为鲁
B93F93的比亚迪F6轿车停在
执法队员眼前，司机得知便衣
执法队员是“外地人”就极力
推荐走跨海大桥，并称桥上景
色很好，可以拍照录像，执法
队员同意后，司机又要求加60

元通行费，同样一辆车号为鲁

UT7397的出租车，从机场到
黄岛管家楼不打表要 3 0 0元
钱，便衣执法队员上车后又被
要求加40元过路费，两车抵达
黄岛后，执法队员亮明证件，
将车辆扣押。

27日，青岛市交通稽查支
队查获车号是鲁UT0493不打
表的出租一部，拒载出租两
部 ，车 号 是 鲁U T 6 4 0 2 、鲁
UT2492，黑面包车一部，车号
是鲁B535U0。加上26日查处的
车号为鲁RH8679的黑大巴，车
号为鲁B93F93的黑出租，车号
为鲁UT7397的高收费出租车1

部。对以上车辆，根据其危害
性，市交通稽查支队将根据规
定从严从重进行处罚。另外，节
日期间，市交通支队将在各个
交通窗口开展拉网式检查。

查车>>

超载黑大巴倒客被抓

多辆出租车拒载被查

物价>>

消费谨防7类价格欺诈

公交>>

学生丢车票，司机送学校

胶宁高架路调流方案

9月27日，青岛边检
站与青岛福林小学共
同举办了“迎中秋、灯
谜乐”主题活动，官兵
和孩子们亲手制作了
上 千 条 灯 谜 ，互 动 猜
谜、有奖竞答。

本报通讯员
楚伟伟

摄影报道

共迎
中秋

市南>>

启动食品安全专项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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