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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新闻眼

先锋影城

《怪兽大学》3D

片长104分 票价60元
10:10 12:20 14:30 16:40 18:40 20:40

《侏罗纪公园》3D

片长 126分钟 票价60元
10:30 13:00 15:30 16:20 19:20 20:20

《摩登年代》 片长96分 票价50

元 09:30 12:00 14:00 19:00 21:00

《小时代：青木时代》
片长 116分钟 票价50元
09:50 12:40 15:00 16:00 19:40

《环太平洋》3D 片长131分 票
价60元 10:50 13:20 18:00

《回到爱开始的地方》
片长94分 票价50元 11:20 18:10

《一夜惊喜》
片长100分 票价50元 13:40 20:00

《激战》片长122分 票价50元 17:10

《我爱灰太狼2》
片长88分 票价50元 10:00 15:50

地址：银座商城(中心店)6楼
影讯热线：8226607

奥莱影城

★《侏罗纪公园》3D
11:00 12:00 13:20 14:30 15:40 17:00
18:00 19:20 20:20

★《小时代:青木时代》 14:10

★《怪兽大学》3D 10:40 12:40 14:
40 16:40 18:40 20:40 21:40

★《一回到爱开始的地方》
10:20 18:20 20:00

★《来历不明》 12:20

★《摩登年代》 09:50 11:40 13:30
15:20 17:10 19:00 21:00

★《高铁英雄》 09:20 16:20

◆影讯热线:0538-6119898

◆影迷QQ群：160216274

圣大电影城

《环太平洋》3D

片长130分 票价20元 12:40 21:30

《赛尔号3战神联盟》3D

片长95分 票价20元 11:30

《小时代：青木时代》

片长115分 票价20元 16:30

《爱的季节》
片长90分 票价20元 17:10 21:45

《粉红女郎之爱人快跑》
片长100分 票价20元 21:40

《侏罗纪公园3D》片长115分 票
价20元 10:35 13:10 16:50 20:30

《我爱灰太狼》
片长90分 票价20元 09:00

《摩登时代》片长90分钟 票价20

元 09:25 14:55 18:30 20:05

《怪兽大学3D》
片长100分 票价20元 09:45 11:
00 12:45 14:30 16:15 18:00 19:45
QQ群：225369063

地址：卜蜂莲花超市北门
影讯热线：8665555

8 . 23影讯

七乐彩 第2013Q097期 10 11 14 16 18 21 23/22
23选5 第2013W227期 02 03 12 13 19
3D 第2013D227期 427

双色球 第2013S098期 07 15 18 19 20 26/14
(孙思荣)

排列三 第13227期 5 5 9

排列五 第13227期 5 5 9 0 3 （刘来）

本报泰安8月22日讯(记者 曹
剑) 22日上午，泰安市交警支队召
开泰城交通设施建设征求意见会，
针对泰山大街设置摩托车道和待转
车道、东岳大街西段加装护栏、青年
路加装护栏和环山路信号灯读秒等
内容，邀请沿街企事业单位、社区负
责人以及媒体记者参与意见。

目前，泰城城区道路交通标线
缺失现象严重。东岳大街以南道路
标线近5年没有重新施划，部分道路
的交通标线已经超过8年。交警部门
计划对城区18条道路的交通标线重
新施划，并对部分路口重新渠化。例
如在泰山大街和迎胜路路口设置待

转车道，泰山大街开辟摩托车道并
增设标志等。

按规定，城区双向六车道以上
道路必须增设中间隔离护栏。目前，
泰城市区双向六车道道路仅有天烛
峰路(创业大街至灵山大街)、南关大
街(灵山大街至南湖大街)、灵山大街
(长城路至天平湖路)未安装中心隔
离护栏。

更换城区路名及路况指示错误
的标志牌，增设缺失的必要交通标
志牌及外围综合禁令标志牌，对城
区15条道路及部分外围路口的交通
标志牌升级改造。新设标志牌中，增
加景点名称和距离，以及距离下一

路口的距离。此外，环山路信号灯计
划安装读秒信号灯。

交警部门负责同志说，以上三
部分升级改造工程，将在近期分阶
段实施，计划在国庆节或登山节开
幕式之前完工。目前，城区道路标线
复新已开始施工，泰山大街交通标
志牌改造已完成方案论证。

会上，很多代表就行人过街开
口设置成钢柱还是石墩、标志牌规
范化不出现错别字等提出意见和建
议，并就泰城一些路段存在的问题
提出建设性意见。市民有好的建议
和想法，可以致电本报6982110发表
看法。

设置摩托车道、加装中间护栏、更新指示牌、信号灯要读秒

主主干干道道升升级级交交通通设设施施更更““亲亲民民””


交通标志牌更换对比，右图为更换后效果图。

东岳大街是横贯泰城东西的交通
主干道，东起莱泰高速公路与天烛峰
路相接,西与104国道相连。沿线建有泰
山火车站、汽车站、医院、大型商场、行
政机关、休闲场所等大量重要设施，也
是外地来泰车辆进入泰安市区的必经
通道。东岳大街改造包括标线复新、标
志牌升级改造和增设中心隔离护栏。

孔祯说，东岳大街西段计划加装
路中护栏，采用水泥底座，相对结实，
高度在1 . 1米左右。从龙潭路至长城西
路路口，设置机动车出口14处，分别在
龙潭路口、站西街路口、傲徕峰路口、
建设大厦、盐业大厦、科山路口、新汽
车站、迎胜路口、望岳东路口、望岳西
路口、御碑楼路口、长城路口(东、西)，

长城西路口。另外在丽人医院、林业
局、御碑楼小学、泰山实验中学设置行
人过街出口4处。

针对行人过街出口，用钢柱还是
用石墩隔离，目前还未确定，希望市民
参与意见。

增设中间护栏设14个出口

泰山大街东起龙潭路，西至京台
高速公路泰安西出口，全长8 . 6公里，
是进出泰城的重要通道。交警支队交
管科孔祯科长说，在泰山大街和迎胜
路路口，计划设置左转车道的待转车
道，每个待转车道能停放五六辆车，能
有效环节路口交通压力。同时，设置提
前调头出口，等待车辆不用再等着信
号灯，占用左转车道。

而对于机非混行问题，计划在泰
山大街分离摩托车道，在绿化带外侧

的车道上，以白实线划分机动车和非
机动车道，摩托车和三轮摩托车占用
一道，非机动车占用一道，并在路口和
路面设置提醒标志。

泰山大街改造包括标线复新和标
志牌升级改造两方面。本次四条道路
改造中，标志牌采用2 . 7米*5米尺寸，内
容新增景区景点以及距离该景点的距
离。导向牌采用2米*4米的尺寸，提前标
明对应车道的导向，并标注行驶下一
条道路的名称和距离该路的里程。

环山路东起天烛峰路，西至桃花源
路，将桃花峪、天外村、红门、天烛峰四大
景区连为一体，全长26公里，道路宽15

米，为双向四车道。环山路道路交通设施
升级改造方案包括标线复新(红门路-岱
道庵路)和增设交通标志。

孔祯说，计划在环山路与明堂路路
口、天烛峰路口、红门路口等增设倒计时
信号灯以及综合禁令标志。在冯玉祥小

学增设学校驻地标志等。
目前环山路各路口都不具有倒计时

功能，倒计时信号灯提前告知路口红绿
灯信号时间，驾驶员能够合理安排停车
或者起步时间，提高路口通行率。改造信
号灯由单点式控制升级为联网控制，实
现信号灯在交通高峰期根据路口交通流
量实现自适应配时功能，以及远程控制

“绿波带”功能。

信号灯倒计时读秒

青年路北起岱宗大街，南至南湖大
街，全长约1 . 5公里。北段有泰安一中、
泰安实验学校等中小学校和单位驻地。
高峰期车辆行人密集，且紧邻岱庙等重
要景点，对旅游旺季岱庙周边的交通分
流至关重要。青年路道路交通设施升级
改造方案包括标线复新和增设中心隔

离护栏。
孔祯说，东岳大街和青年路路口，

之前在南北方向设置非机动车等待区，
绿灯一亮可以提前放行，因为电动车等
速度都较快，绿灯后很快通过路口，不
影响机动车通行。路口设置提前调头开
口，缓解左转车辆压力。

下一步计划在青年路设置中间护
栏，高度约1 . 2米，能防止学生翻越。从
岱宗大街至灵山大街沿线计划设置7处
机动车出口，分别是岱宗大街路口、岱
庙北街路口、老市委、东岳大街路口、财
源大街路口、洼子街路口、灵山大街路
口。在泰安一中和北实小门口，设置两
处行人过街开口。

重画标线增设中间护栏

将设“专属”摩托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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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山路红门路口信号灯增设倒计时功能示意图。

东岳大街西段设置护栏效果图。

泰山大街开辟摩托车道。

青年路护栏效果图。

四四条条主主干干道道变变啥啥样样？？一一一一看看仔仔细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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