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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淄博

抢眼

本报讯 11月29日，君顶·
大公馆以“开启中国地产业的城
堡时代”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
在中粮君顶华悦淄博俱乐部盛
大举行。鲁中地区主流新闻媒体
和以房产市场为主的网络媒体
参加了这次活动。

君顶·大公馆坐落于张周路
孝妇河畔，居城市央心绿肺，远
离工业城市的污染源，环境空气
质量上佳，夏季气温比城区低
2—3℃，堪称淄博市区仅存的一
片净土。交通便利，四通八达，购
物中心、体育中心、医疗中心、文
化中心十分钟车程全面到达。原

山大道、滨博高速、济青高速、国
际机场，快速联通百年商阜。“居
住城堡”、“建筑城堡”、“商业城
堡 ”、“ 交 流 城 堡 ”、“ 味 蕾 城
堡”······这些名词在新闻发布
会上被频繁提及，为大家所津津
乐道。

君顶·大公馆是中粮集团
实力支持下的高端物业形态
首次落户淄博。2011年，君顶·
大公馆与中粮旗下的超高端
酒庄君顶酒庄、亚洲高端俱乐
部龙头君顶华悦俱乐部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君顶·大公馆
将 依 托“ 中 粮 君 顶 华 悦 俱 乐

部”联盟、“中粮君顶酒庄”、
“中粮君顶高尔夫球会”、君顶
国际酒庄联盟和“中粮君顶领
袖会”的实力支持，已经建成
6400平方米的中粮君顶华悦淄
博俱乐部将于明年8月份正式
启用，为业主打造融高端商务
交 流 平 台 、高 端 健 康 指 导 平
台、一对一金融服务平台、超
五星物业管理的于一体的私
密 空 间 ，并 不 断 建 立 和 提 升

“君顶·大公馆”的品牌价值，
增强社会的影响力。君顶大公
馆的每栋城堡全部是以世界
级酒庄名字命名，同时为了提

高业主的生活品质，君顶·大
公馆在每座城堡都建设了地
下酒窖，同时为纪念君顶·大
公馆这一建在味蕾上的城堡
的荣耀面世，中粮君顶酒庄专
门订制了“君顶·大公馆”同名
高端葡萄酒。

此次君顶·大公馆以地产业
城堡时代的新概念与大家见面，
不仅意味着中国城堡经济时代
开启，鲁中高端物业形态也将随
着大公馆的上市，进入到一个全
新的发展变革阶段，真正开启中
国地产业的城堡时代。

(张民)

君君顶顶··大大公公馆馆
——— 开启中国地产业的城堡时代

杨宗纬的首支复古摇滚单曲
《闪耀》一经发布，在短短一天之
内就囊括各大排行榜TOP5的佳
绩，在乐坛获得一致好评。正如著
名乐评人李三木所说“：谁说唱情
歌的不能唱摇滚，杨宗纬就用自
己的作品证明了这一点，情歌手
也可以ROCK起来。”据悉，10月
中旬，《闪耀》的MV即进入拍摄
阶段，本色演出的宗纬用自己的
肢体语言及极致唱功为大家注入
更多梦想正能量，引领大家一起
享受《闪耀》的摇滚舞台。MV在11

月与大家见面。

“清扬音乐大使”

杨宗纬挑战摇滚

每每公公里里高高速速一一天天扫扫2200公公斤斤垃垃圾圾
由于取证困难，目前禁止抛撒物品主要靠道德约束

本报12月2日讯(记者 孙慧
瑶 通讯员 杨丽) 2014年将作
为张店区“文明交通行动宣传
年”，此次宣传年旨在通过“文明
过马路、礼让斑马线”、“安全头盔
伴我行”、“文明出行书写城市美
丽名片”、“交通安全进校园”等一
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主题突
出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努
力构建文明出行、安全出行的道
路交通环境。

“我们结合道路交通实际工
作，根据日常交通管理工作中发
现群众出行时经常出现的一些不
文明交通行为。”张店交警大队相
关负责人说，宣传年中将对随意
变更车道、不各行其道、驾乘摩托
车不戴头盔、闯红灯、行人乱穿马
路等交通陋习现象进行重点查
处，并将结合交通秩序整治和形
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让群众
认识到交通陋习和不文明的交通
行为的危害性，提高全民文明出
行、安全出行的意识。

文明过马路

礼让斑马线

近日，“十大交通陋习，你最
恨哪种？”这条微博在网络上蹿
红，引发广泛共鸣。记者在网上看
到，最不受市民和网友“待见”的
陋习已经火热出炉。

微博称，全国每年的交通事
故中，有30%左右都是由于随意
变更车道引起的。微博中，十大交
通陋习为：随意变道；打开车窗乱
丢东西；驾车接打手机；开斗气
车；不系安全带或不戴头盔；乱鸣
笛；恶劣天气不减速；不礼让斑马
线；滥用远光灯；车辆乱停乱放。

此微博一经发出，在网上引
发广泛热议，很多网友对于滥开
远光灯、乱鸣笛最厌恶，其次则是
从车窗乱丢垃圾、不礼让斑马线
及开车打手机。对于排在十大陋
习之首的随意变道，有网友建议
交警开放采纳行车记录仪抓拍，
对违法变道车辆进行扣分罚款处
罚。不过也有网友认为，不能光罚
机动车，对那些乱穿马路、非机动
车肆意穿行的行为，同样要治理。

本报记者 孙慧瑶 整理

十大交通陋习

随意变道居首

本报12月2日讯(记者 罗静
通讯员 于文涛) 青银高速

管理处养护科的保洁员每天每
公里能清扫出20公斤左右白色
垃圾，其中多是行驶车辆驾乘人
员随手乱丢的。

据青银高速淄博管理处养
护科的工作人员介绍：“驾乘人
员在高速公路上向车窗外乱丢
垃圾危害非常大，高速行驶中扔
出的垃圾可能砸到旁边或后边
行驶中的车辆。有时会阻挡后车
驾驶员的视线，速度很快的话还
可能直接砸破车窗玻璃，给其他

驾乘人员造成伤害。”
虽然乱抛杂物等不文明行

为会给高速行驶中造成交通安
全隐患，但是这种行为在高速行
车中并不鲜见。据青银高速淄博
管理处养护科的工作人员介绍，
养护科的保洁员在清扫高速路
上的垃圾时，每天每公里能清扫
出20到30公斤，清扫车每个台班
清扫出2至3吨垃圾。这些垃圾多
为大大小小的塑料包装袋、饮料
瓶及车壳碎片等。据介绍，这些
垃圾多为行驶中驾乘人员乱抛
撒的，或者是倾倒车辆或车辆事

故留下的碎片等。
据了解，根据有关规定，乘

车人向外抛撒物品，被查证后将
罚款50元、不计分处罚；驾驶员
向外抛撒物品给予罚款50元、扣
2分的处罚。但是由于取证困难，
而且禁止抛撒物品主要靠道德
约束。为了自己和他人的行车安
全，高速交警提醒，如果有些垃
圾没法处理，可选择就近的服务
区，投进垃圾箱，做集中统一处
理。交警部门呼吁市民文明驾
驶，摒弃陋习，营造文明良好的
交通出行环境，保证交通安全。

本报12月2日讯(记者 孙慧瑶 通讯员 李振) 晚上行车，驾驶员经常遇到并且非常反感的是
遇到对面或者后方车辆开远光灯，从而影响视线，造成行车隐患。

据交警介绍，2012年12月，在张店鲁泰大道一辆正在行驶中的小轿车与对面的一辆大货车会车
时，由于对方货车开着远光灯，被晃眼的小轿车司机看不请道路，走偏，撞在了路边护栏。

“会车时使用远光灯，会导致驾驶人产生2秒左右的眩目。高速行驶状态下，几秒钟眩目，车辆会驶
出10余米，一旦出现危险情况，后果不堪设想。”张店交警大队李警官说，车主遇到远光灯照射，眼睛应
尽快躲开发光点。车主可以闪几下远光灯提示对方，但是切记不要长开远光灯进行反击。交警提醒，如
果实在看不清前方的情况，车主最好减速慢行，甚至是靠边停车，等对方车辆过去后再继续行驶。

会车遇上远光灯

司机“失明”撞护栏

本报12月2日讯(记者 孙慧
瑶 通讯员 杨丽 冯长冰) 12

月2日是第二个“全国交通安全
日”，活动主题为“摒弃交通陋习，
安全文明出行”。2日上午，淄博市
各交警大队展开相应宣传活动。

“儿童安全座椅的‘缺位’
是现在最常见却也最易被忽视
的行车‘安全隐患’。”张店交警
大队李警官介绍说，儿童安全
座椅是一种针对儿童特殊体型
设计的座椅，正确使用能有效
降低事故中儿童的伤亡率。但

许多家长在儿童乘车时习惯抱
着孩子坐车，一旦发生激烈冲
撞，怀中的孩子很难抱得住，而
坐在普通座椅上的儿童极可能
被为成人体型设计的安全带卡
住喉部，造成窒息。

此次宣传的重点，就是让市
民意识到交通陋习对社会的严
重危害，提倡广大市民对交通陋
习说“不”，引导驾驶人文明出
行，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进
一步提高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
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

淄博交警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倡导摒弃陋习、安全文明出行

安安全全座座椅椅缺缺失失成成儿儿童童坐坐车车隐隐患患

本报12月2日讯(记者
罗静 通讯员 王鹏) “只
要出现压车情况，路政人员
在救援中就容易被占据应急
车道的车辆堵住。”2日，记者
从青银高速淄博路政大队了
解到，占用应急车道对救援
造成很大困扰。

据青银高速淄博路政大
队工作人员介绍：“车辆占用
应急车道，救援一般至少被
耽误一二十分钟的时间。”

路政人员说，11月14日，
青银高速青岛方向296公里
处，一辆大货车与一辆装有21

吨液化天然气的罐车发生碰
撞，致使罐车液化天然气发生
泄漏。“当时被堵的车有上万
辆，应急车道被占。救援车辆
打开四闪灯、鸣警笛都不起作
用。”占用应急车道的车辆将
被罚款200元，并被扣6分。高
速交警提醒驾乘人员，遇到堵
车时要耐心等待，不能占用应
急车道，延误救援时间。

应急车道被占用

救援迟到20分钟

清扫车正在高速路上作业。 本报通讯员 于文涛 摄

市民在摒弃交通陋习的条幅上签名。 本报记者 王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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