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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制定道路突发应急预案，共分红、黄、橙、蓝4个级别

突突发发事事件件需需在在一一小小时时内内上上报报
本报泰安8月13日讯(记者

王世腾 通讯员 孙林 马庆 )
13日，记者从泰安市交通运输

局获悉，近日，泰安制定道路运输
突发应急预案，建立红色、黄色、
橙色、蓝色 4个预警级别，设立
8511000，8506080两部24小时值班
电话。

泰安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
说，道路运输突发应急预案适用
于发生在泰安市境内的，由各类

突发事件引起的道路运输异常并
对道路运输产生严重影响，需由
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调配
道路运输力量，以保证人员和物
资及时运输的应急行动。

市交通运输局成立道路运输
突发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建
立综合协调及新闻宣传组、道路
客运保障组、道路货运保障组、现
场工作组5个分工明确、责任明确
的工作组。

建立红色、黄色、橙色、蓝色
4个预警级别。对应预警级别分
别确立4个响应级别实施应急行
动 ，分 别 为 特 别 严 重 事 件 ( Ⅰ
级 )、严重事件 (Ⅱ级 )、较重事件
(Ⅲ级)、一般事件(Ⅳ级)，对于较
大道路运输突发事件及事件本
身比较敏感或发生在敏感地区、
敏感时段的事件，突发事件所在
地有关单位应立即核实，并在1

小时内上报所在地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不得迟报、谎报、瞒报和
漏报。上报信息内容要简明准
确、要素完整、重点突出，包括：
发生的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
件性质、影响范围、事件发展趋
势和已经采取的措施等。并在市
交通运输局设立2部24小时应急
公开电话：8511000，8506080(传
真)。

建立市级道路运输应急保障
队伍(市公交公司20人、交运集团

40人)，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应急
处置能力，满足应急需要。建立市
级应急运力储备，确保应急救援
(30座以上中高级)客车30辆；各型
货运车辆55辆(自卸货车20辆，普
通货车35辆)。建立应急运力储备
档案，包括单位、车辆及其吨(座)

位数、类型及驾驶员等。针对储备
运力的技术状况、单位及人员变
动情况适时进行审查，及时调整、
补充。

淘气小龙女

嗨，大家好，我叫轩轩，是个淘气的小龙女。
我现在马上就要一岁半了，已经长满了牙，现在正在

学习跑呢。我很爱学习的，每天都要跟着爸爸练习毛笔
字，不过我还没有爸爸那么厉害，但是我会一直努力哒！

父母寄语：宝贝，你就是我们的天使，你的到来给家
里增添了无限乐趣，所有的话题全都是你。爸爸妈妈舍不
得你受半点委屈，你一定要健康、快乐地成长起来！

“宝贝聊天”故事要求在200字以内。父母还可以附上
寄语。读者发送照片和文字时，请附上宝贝个人小资料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联系电话等 )。可发送邮件到
q1wbjrta@163 .com，咨询热线：0538-6982110。

姓名：李雨轩 性别：女

志愿者进社区讲价格知识

买买打打折折货货要要看看清清原原价价
本报泰安 8月 1 3日讯

(记者 陈新 实习生 刁
君彤) 13日，泰安市物价局

“价格政策进社区”走进傲
徕峰社区，该局党员志愿者
向居民讲解了多项价格政
策和物价知识，让居民明明
白白消费。

“水是多少钱一方？电是
多少钱一度？上幼儿园应该
交多少钱？您去药店买药他
们的价格合不合理？”市物价
局党员志愿者李柱实说。李
柱实介绍了居民常用的价格
及常见的价格问题，如民用
自来水的价格现在是3 . 17元
每立方，自来水户表改造费
每户260元；一户一表居民实

行阶梯电价每户每月用电
2 1 0 度 及 以 下 的 ，每 度 电
0 . 5469元；居民生活用天然
气2 . 5元每立方等。

“居民天天和物价打交
道，但对很多物价问题不明
白，物价志愿者帮助我了解
了很多常识，以后有了问题
也知道该找谁了。”傲徕峰社
区居民高先生说。

志愿者还介绍了虚假
标价、两套价格等十种价格
欺诈行为，如有些饭店在顾
客点菜时提供价格较低的
标价簿，结算时按标价高的
结算，还有的如某商场8折
销售商品，原价1998元的商
品，打折后价格应 1 5 9 8 . 4

元，商场实际结算时却收取
1 7 6 0 . 4元欺骗消费者。“市
民遇到价格欺诈可到泰安
市价格监督检查局价格举
报中心举报，举报中心地
址：青年路1 0 0号老市政府
院 内 ，价 格 举 报 电 话 为 ：
12358。”志愿者说。

李柱实介绍，近期泰安
市物价局开展“价格政策进
社区”活动，成立“价格政策
进社区”义务宣讲组，到各街
道、社区进行巡回宣讲，计划
用一年时间走遍泰城所有社
区，帮助居民了解价格政策，
普及物价知识。目前是该活
动的第二站，下一站将走进
花园社区。

本报泰安8月13日讯(记者
王世腾 通讯员 林慧 赵玉
涛) 13日，记者从泰安市交通运
输局获悉，自14日起，17路、46路
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线路，不再走
府后路。

泰安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
员介绍，目前，17路、46路公交线
路至岱岳区区委区政府后途经
岱岳区府后路。由于岱岳区龙居
园重点建设工程项目于8月1日正
式开工建设，施工期间楼房拆
除、基础石方爆、施工车辆繁杂
等因素，对府后路来往车辆、行
人造成一定安全隐患。

为保证17路、46路公交线路
的安全运营，经实地调查，17路、
46路从14日起开始临时调整，将
现17路、46路公交线路由府后路
调整至府前路运行。据岱岳区相
关负责人了解，项目施工约2个
月，待施工完毕具备公交通行条
件后，立即恢复原线路运行。

17路46路公交
今起调线

全民登泰山赛

9月6日开赛

今秋入学入托
严查接种证

本报泰安8月13日讯(记者
刘来 通讯员 谢学迎 邱静 )

记者从泰安市疾控中心了解
到，今年秋季入托入学新生，将严
格执行预防接种证查验和疫苗补
种，新生报到时家长要拿着学生
的《预防接种证查验通知单》，办
理《入园、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
验补种证明》，并凭证明办理入托
入学手续。

泰安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
工作人员说，泰安市卫生局和教
育局要求，对2013年秋季托幼机
构、小学、初中、高中所有入园、入
学新生进行预防接种证查验和疫
苗补种工作。其中，学期中转入的
学生也要进行查验。

工作人员介绍，新生报名时，
学生家长持学生的预防接种证，
到孩子居住地预防接种门诊或学
校所在辖区预防接种门诊查验，
预防接种门诊医生查验后，出具

《入园、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
补种证明》，家长凭该证明为孩子
办理入托入学手续。

如预防接种证丢失，家长可
去原预防接种单位办理补证。14

岁及以下儿童原接种证遗失者，
经核实疫苗接种情况后予以补办
预防接种证；15岁及以上的学生，
不再补证，仅予出具《国家免疫规
划疫苗预防接种完成证明》。

工作人员介绍说，未种或未
全程接种相应疫苗者，门诊查验
接种证时，医生会在出具的《入
园、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补
种证明》背面表格中注明需补种
的疫苗种类和补种剂次，家长可
带学生到居住地或学校辖区预防
接种单位进行疫苗补种。

此外，我省自2010年开始，对
高校新生一律进行一次麻疹类疫
苗接种。2013年，泰安市将对各大
中专院校新生使用麻疹风疹二联
疫苗开展补充免疫活动。

本报泰安8月13日讯(记者 白
雪) 13日，记者从泰安市体育局了
解到，由中国登山协会、山东省体
育局主办，泰安市人民政府承办的
第十八届泰安市全民健身登泰山
比赛将在9月6日开赛，参赛队需在8

月25日前(以邮戳日期为准)填报大
会统一印制的报名表，寄泰安市体
育局登山竞赛部。

据了解，运动员年龄以居民身
份证年龄为准，青年组男、女在18到
35岁(1995年9月6日至1978年9月6日
之间出生者)，中年组男、女在36到
50岁(1978年9月5日至1963年9月6日
之间出生者)，老年组男、女在51岁
以上(1963年9月5日以前出生者)。

参赛单位有各县、市、区，新
汶、肥城矿业集团，市直各部门，在
泰安境内的各类企业(包括独资、合
资、民营等企业)，驻泰大中专院校。

比赛路线：老、中、青各组起点
均为泰安市林校操场，途经岱宗
坊、红门，分别至中天门、南天门、
玉皇顶。

各参赛队在8月25日前(以邮戳
日期为准)填报大会统一印制的报
名表，寄泰安市体育局登山竞赛
部。各代表队报名时，附每位运动
员身体健康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
(未有复印件者，大会不予编排)。

联系人：罗铮，电话：6289307，
邮编：271000。

地址：泰安市泰山区岱宗大街
46号，泰安市体育局训练科。

本报泰安8月13日讯(记
者 曹剑 ) 1 3日早上 7点
多，泰城局地迎来短时强降
雨，部分地点降雨3-5毫米，
也有地点仅为1毫米多。降雨
没能带来清凉，据了解，未
来三天，泰安依然保持35℃
高温。

13日早上7点多，市民张
先生行至龙潭路洪沟路段
时，突然遇见降雨，衣服全
被打湿，降雨持续约10分钟
便停止了。记者从泰安市气
象台了解到，当天泰山区和
岱岳区局地迎来短时强降
雨，分布也非常不均匀，有
的地点降雨量为3-5毫米，但
是有的地点为1毫米多一点，
甚至有地方滴雨未下。泰山
顶降雨14 . 5毫米。早晨降雨
并没有缓解当天高温天气，
据了解，最高温度达到了

35℃左右。
据了解，未来三天泰城

依然面临高温，14日，多云间
阴，局地有雷阵雨，最高气

温：35℃左右。15日，多云间
晴，最高气温：35℃左右。16

日，多云间晴，最高气温：
35℃左右。

下点雷阵雨不“解渴”

连连续续三三天天依依然然是是高高温温

13日早晨一场阵雨让市民措手不及。 本报记者 张伟 摄

本报泰安8月13日讯(记者 白
雪) 近日，《肥城市2013年公开招聘
教师简章》公布，今年，肥城市将面
向社会公开招聘180名中小学和幼儿
园教师，招聘实行网上报名，报名截
止至16日。

肥城市今年计划招聘中小学和
幼儿园教师180名，比去年增加19人。
其中，A类普通高中教师20人，B类中
小学教师136人，C类幼儿教师20人，D

类基层项目定向职位4人。
招聘的A类普通高中教师20人，

须具有山东省常住户口、研究生及
以上学历。报考D类人员，须为我省
统一组织招募和选派(续聘)的“选聘
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三支一扶”
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

今年计划招聘的教师共涉及13

个学科，除了常规大科语文、数学、
英语的72名教师外，政治、历史、地
理、生物、物理、化学、音乐、美术、体
育、信息将招聘本专科学历的教师84

名。
报名时间：8月12日9：00到8月16

日12：00

报名网址：肥城教育局网站(http:
//www.fcjyj.gov.cn/)

笔试时间地点：8月22日上午8：
30到11：00；地点在新城设置，具体地
点在准考证上注明。

肥城招聘

180名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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