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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王亚
男 通讯员 李鑫) 13日下午，
记者从张店区住建局获悉，淄博
首条彩色沥青路在张店新世界
商业街铺设完毕，市民已可享
受更舒适的逛街体验。

13日下午，在张店新世界
商业街，记者看到，铺设彩色沥

青路面的施工已经结束。这条
彩色沥青混凝土路面铺设范围
为共青团西路到商场西路路
段，长度约260米，铺设总面积
约4000平方米。路面大部分为
红色，中间有两段黄色。

据了解，这是淄博首次将彩
色沥青混凝土用于城市道路。

彩色沥青混凝土除具备
普通沥青混凝土的特性外，
还具有高温稳定性、抗水损
坏性、耐久性和良好的弹性
和柔性的特点。

在体验过新铺成的彩色沥
青路面后，市民张先生告诉记
者：“这彩色沥青路面确实不

错，看上去比普通的沥青路面
舒服多了，再就是脚感也不错，
以后逛街可舒服多了。”

现场施工人员告诉记者，
因为沥青路面铺设完成，新
路面需要大家的爱护，市民
和附近商户要注意路面的清
洁与卫生。

步步行行街街彩彩色色沥沥青青路路铺铺设设完完毕毕
市民现场体验：观感、脚感都不错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谭文
佳) 本周六本报小记者团将赴美
丽的海滨城市烟台，开启新一轮
的采风之旅。得知此消息后，小记
者们报名火爆。因名额有限，还想
参加本次活动的小记者报名从
速。

原山国家森林公园、马鞍山、
百脉泉、红叶谷……一路走来，小
记者们的成长有目共睹。小记者
张樱潆的家长告诉记者，放假了
就想让孩子多参加些实践活动，小

记者活动是个很好的平台，让孩子
学到了课本上没有的知识，锻炼了
人际交往能力和独立性，“听说有
烟台海滨两日采风活动，我第一时
间就给樱潆报上了名，让孩子多出
去长长见识，锻炼一下，比窝在家
里强多了。”

上次小记者红叶谷的采风之
旅结束后，记者接到了许多家长
的反馈电话，都表示孩子在采风
中，既收获了快乐，也学到了不少
知识。家长张金玲告诉记者:“咱们

的活动举办得很成功。孩子不仅
玩得开心，还锻炼了自主学习的
能力，回到家就兴奋地跟我讲采
风的所见所闻，还写成了稿件，让
我给指导。看到孩子这样主动学
习真的很开心。”

本次的烟台海滨之旅，在众
多小记者和家长的热切期盼下将
如期到来。炎炎夏日，我们将带领
小记者到清凉的海边避暑，享受
阳光、海浪、金沙滩。让孩子们充
分体会大海的浩瀚和壮美。海滨

之旅期间，我们还给孩子们安排
了烟台喜旺集团工厂采访之旅，
让小记者近距离接触一下加工工
厂、探秘火腿的生产过程。孩子们
可根据自己的喜好，自行安排采
访题目，探究自己所关心的问题。

如果你也想到美丽的海边逐
浪嬉戏，如果你也想探秘咱们每
天吃的火腿肠到底是怎么制作出
来的，那么赶快加入到小记者的
队伍中来吧。因名额有限，报名从
速。

到美丽的烟台海边逐浪嬉戏，探秘喜旺集团工厂

本本报报小小记记者者海海滨滨之之旅旅火火热热报报名名中中

路路边边井井盖盖冒冒蒸蒸汽汽烫烫伤伤过过路路人人
目前管理单位已将管道暂时关闭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张
汝树 见习记者 杨淑栋 刘
磊 ) 13日早上，市民贺女士致
电本报反映，当天她在张店东
二路与洪沟路交叉路口处，被
一处井盖下冒出的蒸汽烫伤
了，脚上起了几个大水泡。

记者随即赶到现场看到，
张店东二路与洪沟路交叉路口
的东南角，有一个井盖位于人
行道上，与路牙石相接。井盖东
侧有一个较大的缺口，北侧也
有缝隙，蒸汽正在不断冒出。

“当时我把自行车停在路
边，在我骑上车要走时，一股滚
烫的蒸汽突然从地下冒出，我
左脚瞬间感到一阵刺痛。”贺女
士说。记者发现，贺女士的左脚
被严重烫伤，脚面已呈黑红色，
被烫起了数个大水泡。“这可能
是地下管道破裂或者阀门坏
了，希望相关部门赶紧来维修
一下，别再伤了其他路人了。”
贺女士说。

记者看到，在这条路上来
往行人很多，但该处并没有任

何提醒标志，行人走到此处很
是危险。

附近一家食品店的老板告诉
记者：“这里一下雨就冒蒸汽，时

大时小，已经有三四年了，以前还
有个小孩在这儿被烫伤过。”

记者了解到，该管道属于淄
博第三针织厂自行管理。随后记

者联系到该厂，经协调，工作人
员将管道暂时关闭，避免再伤
人。至于伤者，该厂工作人员表
示会与其联系，协商处理此事。

临淄年底前实现

新购电动车全打码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崔洋洋
通讯员 闫冰) 自8月8日以来，

临淄公安分局在全区推行电动自行
车实名登记服务。截至目前，已登记
各类电动车6000余辆。争取今年年
底前，全区新购车辆登记打码率达
100%，全区电动自行车登记打码率
达到60%。

“实行实名登记就是给电动车
上个户口，一来预防电动车被盗，堵
塞销赃渠道；二来公安机关发现和
退还被盗车辆时能及时找到失主。”
雪宫派出所民警解释道。

为加强全区电动自行车管
理，堵塞安全监管漏洞，有效遏制
电动自行车被盗案件的发生，自8

月8日开始，临淄公安分局在全区
推行电动自行车实名登记服务。
现各派出所已在所属辖区内设制
固定“打码点”免费为市民提供登
记服务。

无照生产搅拌机

15台半成品被查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张汝树
通讯员 吕良军) 近日，淄川工

商分局杨寨工商所接到举报称，在
淄川区张博路立交桥附近有人无
照从事搅拌机生产经营，请工商部
门核实查处。

接到举报后，工商执法人员立
即赶往现场，发现在立交桥附近一花
砖厂的厂房内，有6名工作人员正在
从事搅拌机焊接工作，其仓库内有搅
拌机半成品15台及生产原材料若干。

经依法检查，当事人不能提供
营业执照等相关手续，涉嫌无照经
营的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当场下达
法律文书，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生
产经营，并依法查扣15台半成品搅
拌机。

本报8月13日讯(见习记
者 唐宁 通讯员 毛锐)
13日，记者从张店车站街道
办新华社区了解到，为方便
社区居民生活，该社区专门
在小区内设立了“民生地图
指示牌”，为居民出行指路。

记者在新华社区的主要
出入口看到了“民生地图指
示牌”。这块指示牌标志的地
图范围南起张店昌国路，北
至胶济铁路，西起世纪路，东
至西二路；地图还涵盖了社
区内的便民服务点，如社区
365超市、社区理发店、社区便
民浴室、社区修车行、社区卫
生服务站等；还标注了附近
的商场、学校、医院、公厕、公
交站、派出所等位置。

除了标注地图位置，在

民生地图的下侧设有民生信
息台，印刷了居民常用的服
务热线，从最常见的火警电
话到供水抢修、电力服务、养
老保险、天气预报等电话，民
生信息台为居民电话查询提
供了方便。

新华社区书记齐徐亭介
绍，民生地图的设立是新华社
区建设“幸福港湾，温馨家园”
项目的一部分。此项目还包括
设立街巷爱心休息椅、爱心百
宝箱、安装健身娱乐设施、交通
警示标志等。

张店新华社区设立地图指示牌，为市民出行指路

““民民生生地地图图””方方便便居居民民生生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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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罗静)

近日，桓台县充分发挥县域内52所
乡村少年宫文体活动平台作用，通
过7大类80个颇具特色项目的开展，
让全县近4万名农村学生的暑假生
活更加丰富多彩。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桓台县统
一招标，投入专项资金128万余元用
于采购活动器材，进一步规范设施、
场所建设的硬件投入标准。暑假一
开始，各乡村少年宫就已经根据自
身实际情况安排好了活动计划，从
头脑“武装”到身体锻炼的项目设置
一应俱全，每个学生都可以根据自
己的兴趣自由选择。

暑假里，少年宫活动按照“绿色·
运动”、“走进音乐世界”、“科技来到
我身边”三大主题活动的开展。既有
滚铁环、跳皮筋、跳绳、快乐健身操等
运动项目，还有声乐、器乐、舞蹈、曲
艺、节目主持等项目的开设。

桓台52所少年宫

丰富学生暑期生活

相关链接

冒出蒸汽的井盖位于人行道上，很是危险。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居民在民生地图牌前查看信息。 本报见习记者 唐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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