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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城中事

本报泰安7月21日讯(记者 梁敏) 20

日，安居·上上城三期盛大开盘，主推东部城
区为数不多的130多套多层庭院洋房。同时，
也有200余套精装高层上市销售。截至当天
下午4点，共完成选房220套，其中多层房源
去化率达90%。

“早晨8点钟，我们售楼处外面就有140

多人在等候了。”20日，安居·上上城销售经
理介绍，本次开盘的多层房源仅130余户，精
装高层房源有二百余套，其中4层或6层高的
多层住宅起价6100元/平方米，一楼赠送庭
院，顶层送阁楼。高层住宅起价5800元/平方
米，户型从80—122平米，各种户型齐全。

由于采用了较为稳妥的排号选房机制，
现场选房过程井然有序。很多人选房签协议
之后才得知，当天还有一个100%中奖的幸运
大抽奖活动。当天还举行了储藏室、车位的
选购活动，由于价格相对低廉，有一位购房
者一下抢购了3个储藏室。

据了解，安居·上上城本次开盘的三期

项目包括一栋精装高层以及6栋多层、庭院
洋房，位于地块南侧和东侧位置，营造出宁
静、优美的生活居住环境；多层与高层之间
还将建有集中绿地，既作为共同享用的公共
景观，同时也作为两种不同产品之间的过渡
空间，形成对景观的最佳利用率。

除住宅外，项目还建有幼儿园、会所、
1 . 2万平方米的地下车库以及一个4000平方
米的风情商业街。

上上城三期开盘成交220余套
多层庭院洋房当天销售高达九成

选房井然有序。 本报记者 梁敏 摄

整治旅游景区环境又出“重拳”

强强行行拦拦车车拉拉客客最最重重可可究究刑刑责责
本报泰安7月21日讯(记者 邵

艺谋 通讯员 郑燕 李豪) 7月
19日，记者从泰安市旅游局获悉，全
市将从7月18日至9月30日对旅游重
点区域开展环境整治。根据7月1日
实施的《泰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
景区周边旅游秩序管理的通告》，将
对拦车拉客等违法、违规行为分别
依法给予处罚，造成严重后果构成
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从7月18日至9月30日，泰安市
旅游局、公安、交通、城管执法、物
价、泰山景区等部门将用两个多月
时间，在全市范围环山路沿线、各进
山路口、天外村停车场周边、桃花峪
停车场周边、泰山疗养院至门票处
办公楼一线、天外村桥至原200旅一
线、红门3路车站点至万仙楼一线、
红门3路车站点至罗汉崖检查站一
线等区域开展旅游景区周边环境综
合整治行动。

此次环境整治主要针对景区周边
“拦车拉客”行为，整治社会闲散人员
尾随、纠缠、欺骗、胁迫旅游者接受食
宿、乘车、引领进景区、引领停车等有
偿服务，扰乱社会治安、旅游市场秩序
的“拦车拉客”问题；整治景区周边旅
游客运市场秩序。严厉打击景区周边
非法从事旅游客运、出租汽车客运经
营活动的行为。全面治理出租车非法
揽客、欺客宰客、拒载、不打表等行为；
整治景区周边停车场(位)秩序。重点治

理整顿景区周边占用道路两侧公共停
车位未经许可违规收费的行为。严厉
打击停车场不按规定收费行为；整
治景区周边占道经营、尾随兜售行
为。整治社会闲散人员在景区周边
占道经营、流动叫卖、强买强卖、乱
设摊点等行为；整治导游员违规行
为。整治导游人员参与“拦车拉客”
等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打击导游人
员未经旅行社委派私自从事导游业
务的行为。

据了解，泰安市法制办和有关
部门合作，对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梳
理，最终制定出台《泰安市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景区周边旅游秩序管理的
通告》，并在今年7月1日起正式实
施。《通告》对拦车拉客等违法、违规
行为的管理部门以及处罚标准都做
了明确规定。此次整治活动将遵循

“属地管理、部门协调”的经常化、制
度化、规范化轨道，确保旅游景区周
边良好秩序。

本报泰安7月21日讯(记者
白雪) 暑期报童营销秀首

期活动第二周，泰城“帅哥联
盟”队获最佳团队融合奖，肥
城的“奇思妙想”队获最佳营
销团队奖，每个团队将获奖金
800元。

重新组队成好朋友

上周，“帅哥联盟”队借一
起看电影《赛尔号3之战神联
盟》的机会重新认识。从15日
到现在，团队队友们相互帮
助，成为好朋友。为鼓励他们
勇敢地重新组队，本周评选该
队为最佳团队融合奖。

“帅哥联盟”队队长毕福

临说，“队里全是小帅哥，本
想叫‘帅哥组合’，感觉不太
响亮，看《塞尔号3之战神联
盟 》受 启 发 ，改 叫‘ 帅 哥 联
盟’。”团队队员武文哲说，四
个男孩年龄相当，重新认识
后大家很玩得来，真庆幸能
重新组合在一起，要不卖报
的日子很孤单。

耿睿彤和范方一都说，生
病没法去卖报，队友没有责怪
他们卖得少，每天都打电话问
他们的病情，觉得挺感动。”

唯一女生当队长

“奇思妙想”队是首期活
动第二周肥城地区卖报数量
最多的团队，共计1362份，获
最佳营销团队奖。团队队员有
鹿京立、赵宗庆、侯昱栋和武
晓桐。队长鹿京立是队里唯一
一个女生，每天卖报近100份。

“她很能吃苦，是我们中
每天最能坚持的。”武晓桐说，
他们四个凑在一起，谁卖得慢
就去帮一把，每天也没觉得很
累，觉得很充实很快乐。

赵宗庆说，他们叫“奇思
妙想”队，就是希望能有很多
新鲜的想法，大家一起分享，
然后一起努力实现。周团队奖
的第一个梦想实现，大家都特
别高兴。

本报第四届报童营销秀
活动，为提升孩子们的团队协
作的能力，首设周团队奖。本
报从各个县市区中选取获奖
团队，最佳营销奖每周 1到 2

个，要求一周中四个队友同时
坚持卖报且数量位居前列。

此外，报童只要有团结合
作的精神，和队友一起并肩作
战，就有可能获奖。首期活动7

个团队奖现在已评出5个，本
周将再评出2个团队。

营销秀第二周团队奖揭晓

““奇奇思思妙妙想想””、、““帅帅哥哥联联盟盟””队队夺夺冠冠
本报联合天平湖壹号举办的暑期第一期报童营销秀活动，第二周评出2个

周团队奖，分别是“奇思妙想”队和“帅哥联盟”队。从8日至今，已评出5个周团
队奖。本周，报童可角逐剩下的2个团队奖。

根据7月1日实施的《泰安市
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景区周边旅游
秩序管理的通告，对拦车拉客等
六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管理部门
以及处罚标准都做了明确规定。

《通告》规定，对景区周边的
违法违规行为，有关部门将依法
给予处罚，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
罪的，将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其中，尾随、纠缠、欺

骗、胁迫旅游者接受食宿、乘车、
引领进景区、引领停车等有偿服
务的，依据《山东省旅游条例》规
定，由旅游等部门依法给予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
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
法所得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
以下的罚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
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旅游客
运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依法
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倍
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
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2万元
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
罚款；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出租汽
车客运经营的，由道路运输管理
机构依法处5千元以上3万元以
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公安部门按照有关规定
对其驾驶员驾驶证或车辆行驶
证进行管理。

此外，任何组织和个人未经
许可占用市内道路两侧公共停车
位违规收费的，由公安、物价部门
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占道经
营、乱设摊点或流动叫卖的，由城
管执法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
罚；无导游证进行导游活动的，由

旅游管理部门依法责令改正并予
以通告，处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
违法所得；导游人员未经委派私
自从事导游业务的，由旅游管理
部门依法处1000元以上3万元以
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
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依法吊
销导游证并予以通告。

本报记者 邵艺谋

六类违法违规行为，明确处罚标准

头条相关

名次 姓名 销量

1 周玉凡 220

2 毕福临 200

3 许志浩 110

3 刘国慧 110

3 陈苏扬 110

7月20日泰城排名

营销秀龙虎榜

7月20日新泰排名

名次 姓名 销量

1 尹玉玺 300

1 李想 300

1 王西域 300

1 高正一 300

1 王可瑞 300

7月20日肥城排名

名次 姓名 销量

1 尹凯毅 90

2 鹿京立 70

3 赵宗庆 60

3 张家驹 60

4 赵浩宇 55
“奇思妙想”队。

本报记者 白雪 摄

“帅哥联盟”队。
本报记者 白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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