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岔河沿岸施工一桥接着一桥

大大学学路路开开通通，，天天衢衢路路又又封封了了

120平方米
房源最吃香

两条公交
线路调整

天衢路岔河桥实施封闭。 本报记者 马志勇 王小会 摄影报道

本报10月13日讯(记
者 董传同 贺莹莹
通讯员 陈太雷 杨红
省) 大学路岔河桥封闭
施工近三个月终于开通
了。13日，记者从相关部
门了解到，大学路南边
的天衢路将于14日凌晨
封闭，过往车辆可以绕
行至大学路和三八路。

13日下午，大学路
岔河桥附近的车流量明
显比往常多了不少。自
大学路11日晚上开通以
来，以前绕行天衢路的
车辆又重新回到了大学
路。据交警部门介绍，大
学路岔河桥由于桥面维
护施工在今年7月15日
进行了道路封闭，经过
近三个月的施工，于11
日晚9点恢复了通车。此
外，大学路各路口的信
号灯也作出了调整，记
者在大学路通往东北城
的路口发现，东西方向
的绿灯时间比原来延长
了约20秒。尽管大学路
已经通车，但由于滨河
路的施工，岔河桥两岸
不时有大型施工车辆经
过，通行人员需要注意
安全。

“两河四岸”道路

建设指挥部工作人员
介绍，因“两河四岸”滨
河路建设需要，自10月
14日凌晨起，拟对天衢
路岔河桥进行封闭施
工。封闭期间上述道路
禁止车辆和行人出入，
敬请过往车辆、行人提
前选择绕行三八路、大
学路、北外环等。此外，
从德城区通往经济技
术开发区，跨越岔河从
南往北的施工情况是：
新河路封闭施工，东风
路正常通行，东方红路
封闭施工，三八路正常
通 行 ，大 学 路 正 常 通
行。

“大学路开通，天衢
路是该好好修修了。”岔
河小区的一位居民告诉
记者，天衢路往西路况
挺好，但是往东一直有
施工，通行不畅，原来因
为大学路和三八路封
路，早晨起来车流量特
别大。记者在天衢路岔
河桥往东发现，大学路
开通后，天衢路车流辆
有所下降，但是因为北
侧非机动车施工，机动
车道存在非机动车、机
动车混行状况，而且因
为有施工，灰尘也较大。

本报10月13日讯(记者 董传同
通讯员 陈太雷) 滨河路的开通

将较大缓解市区的南北交通压力，目
前滨河路施工正在紧张进行，近60公
里长的两大交通动脉已经初具雏形。

13日，记者在大学路岔河桥发
现，东西两岸河堤的下方各出现了一
条通行南北的道路，路基已经出现，
路牙石正在铺设。东西河堤上的两条
道路也在改造当中，重新铺盖了沥

青，目前正在铺设路牙石。据介绍，改
造后的滨河路将北起北外环，南至南
外环，全长近60公里，其中滨河路规
划红线30米为双向四车道。“两河四
岸”滨河路工程自5月份正式进场施
工。三八路岔河桥、减河桥，105国道
岔河桥、大学路岔河桥都已恢复通
车；东方红路岔河桥、减河桥，新河路
岔河桥等3座大桥、5个桥涵于9月25

日封闭施工，预计12月恢复通车。

60公里两大动脉现雏形

廉租房受理

已达百余户

本报10月13日讯(记者 孙婷
婷 通讯员 李惠明 王丽 ) 10

月12日大学路岔河桥建设工程施工
完毕，德州市公共汽车公司于10月
13日对途径大学路岔河桥的2路、
102路、112路恢复原线路运行，同时
公交8路线也恢复原线路运行，不再
绕行德州学院。自13日晚间对天衢
路岔河桥进行封闭施工，对途径该
桥的2条公交线路进行临时调整。

因天衢路岔河桥封闭施工，18

路沿天衢路自西向东运行至德兴
路路口，右转沿德兴路运行至三八
路路口，左转沿三八路向东行驶至
广川大道路口，左转沿广川大道运
行至天衢路路口，右转恢复原线路
行驶。暂时取消天衢东路小学、岔
河小区、齐庄、嘉城尚东(天衢路)4

处站点，临时增加九中、鑫龙家园、
杏园、嘉城尚东(三八路)4处站点。66

路(专线)由公交公司开往会展中心
方向，沿德兴路运行至三八路路
口，左转沿三八路运行，然后恢复
原线路运行，暂时取消天衢路和广
川大道路段。

本报10月13日讯 (记者 贺莹
莹) 13日，记者了解到，1月份-9月
份，120平方米-140平方米房源销售
2309套，相比其他户型位居首位，在
价格方面，4000-5000元区间的房源
购买的最多，业内人士分析称，虽然
如今高档住宅产品不断涌入，但是
价格适中的刚需户型最吃香。

13日，记者采访各大售楼中心
了解到，金牌户型中120平方米左右
的户型占多数。“在前几年，销量最
多的还是90平方米左右的房源，随
着禁止开发多层，高层的住宅建设，
公摊相对地增加，人们热衷的户型
逐渐从90多平方米增长到120多平
方米。”东风路置业顾问张先生说。
刚需户型已经售罄，剩下的尾盘都
是大面积的了。

在价格分布上，4000-5000元房
源占到3400多套，相比5000-6000元
1388套，多了近一半，“虽然改善型
房源呈上涨趋势，但是市场主导还
是价位适中的刚需房源。”业内人士
白先生说。

本报10月13日讯(记者 贺莹
莹 通讯员 崔志恩 葛彬 ) 13

日，记者在德州市房产管理中心了
解到，第三季度廉租住房受理和咨
询100余户，新增审批登记56户，实
际发放 1 0 6 5户，累计保障户数达
2158户，发放金额88万余元，其中退
出453户(本季度退出18户)。截至第
三季度末，共受理公租房申请62户。

其中，保障性住房，河东安居
苑一期建设629套(165套廉租房和
464套公租房)，于2011年10月开工，
现正进行内外装，预计年底基本竣
工；二期建设1092套，于2012年9月
开工，其中，592套公租房正在进行
主体施工，500套经济适用房主体刚
封顶。

德城安居苑一期建设 3 5 8套
(200套廉租住房和158套公租房)于
2012年9月开工，现正在主体施工；
二期建设1100套(200套廉租房、600

套公租房和300套经适房)于2013年6

月底开工，正进行桩基施工。

10月13日下午，气温骤降，受强冷空气影响，未来几天气温将下降8～10℃，16日早晨，还将
出现轻霜冻，气象台发布寒潮预警。 本报记者 马志勇 孙婷婷 摄影报道寒潮来啦

本报10月13日讯 (记者
陈兰兰 ) 12日下午4时左

右，在德城区新河路铁路桥
涵附近，一辆黑色轿车行驶
中就着火了，司机吓得不轻，
呆在路边很长时间没有缓过
神来。还好消防队员赶到，将
火及时扑灭，没有造成人员
伤亡。

据轿车主人刘女士介
绍，当时自己驾驶轿车和同
事自西向东行驶，刚经过铁
路桥涵，在车上就闻到一股
烧焦了的味道，“当时也没注
意，就继续往前行驶，大约行
驶了10米，就看到车子前面
的火着起来了。”刘女士说，
当时特别害怕，就赶紧停车

往下跑，跑了两步，才意识到
很多证件在车上，就赶紧折
了回去，把证件取出。附近的
一位环卫工人目睹了轿车起
火的整个过程，他说，因害怕
轿车爆炸，刘女士返回去拿
证件的时候，环卫工人还及
时进行了劝阻。“火势蔓延得
很 快 ，当 时 看 着 真 挺 危 险
的。”

车身前面的火势已经很
大了，周围市民赶紧报了警。
不到10分钟，消防队员及时赶
到了现场，将自燃的轿车扑
灭。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对
现场进行了查看，怀疑轿车
的线路老化而导致了汽车自
燃。

车都着了又回去取证件

本报10月13日讯 (记者
贺莹莹 ) 13日上午9时，金紫
荆小区换热站二次网管开始
注水，这标志着德州市热力公
司开启了今年二级网主管道
注水试压工作，其余热力公司
也将在近期对用户家的管道
进行注水试压，请市民注意查
看试压通知，试压期间，最好
家中留人看守。

为了保证今冬全市集中
供热按时运行和用户安全用
热，各大热力公司已经开启了
今冬供暖试压工作，同往年一
样，供水试压工作按照小区区
域分片分段经行，将在本月末
完成对所有小区的注水试压
工作。

据市热力公司工作人员
介绍，试压期间，请热用户家
中务必留人，如有跑漏滴三种
现象，请及时告知试压人员，
热力公司工作人员特别提醒
广大用户，在注水时密切关注
家中这些位置。“换热装置在
用暖气内热水加热自来水时，
会造成采暖系统中的水温降
低，从而导致室内温度降低，
如果小区内使用换热器的用
户增多，那么整个小区的供热
效果势必受到影响。”工作人
员介绍。所以对于安装热水换
热装置；在室内供热管道或散
热器上安装水嘴；擅自连接或
私自改装供热设备等窃热行
为在试压前请务必自行拆除。

二级管网开始注水试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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