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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大观峰

专家评审大汶口镇空间发展战略规划

呼呼应应泰泰山山曲曲阜阜，，打打造造““源源文文化化””

本报泰安12月8日讯(记
者 赵兴超 ) 7日，第五届
环泰山60公里大徒步在林校
操场鸣枪，来自全国各地
2000多名爱好者，沿环山路
向西，经黑风口、大津口等
地绕泰山一周，锻炼身体、
领略泰山风光。其中，今年
第一次参赛的47岁泰安人张
大鹏，以5小时11分29秒第一
个跑完60公里全程比赛。淄
博15岁少年张文泽为等队友
耽误20分钟，仍拿到半程比
赛第一名。

7日早上6点多，天还没
有亮，林校操场就挤满了参
加2013年E545第五届泰安市
商业银行杯环泰山60公里大
徒步活动的各地户外运动
爱好者。早上7点，活动正式
开始。2000多名参与者从林
校操场出发，向北经红门后
向西，沿环山路行进。

此次大徒步活动，总行
程60公里，按参与者报名与
身体等情况，又分为环泰山
60公里徒步、毅行、半程、迷
你赛、团体赛五项赛事。其
中，半程终点为黑风口。上
届推出的迷你赛事为环泰
山徒步60公里赛程的四分之

一，赢得广大泰城市民和普
通户外运动爱好者的欢迎。

在半程赛中，来自淄博
的15岁小伙张文泽，本来一
路领先，但距终点七八公里
时忽然放慢脚步，一度停了
下来。原来，他想等一起参
加的淄博老乡吴波，而此时
吴波因为腹部绞痛已经放
弃比赛，坐车提前到达终
点。等了20多分钟后，已经放

慢速度、丢失体力的张文泽
才冲过终点，但还是拿到第
一名。张文泽说，此次活动
也是为了锻炼自己，不想落
下队友。

据了解，该项活动连续
两届活动到了泰安市商业
银行的全程支持，此次活动
不设名次、不设奖项，主要
为了倡导“安全、环保、自
助、互助”的户外精神。

环泰山60公里大徒步2000多人参与

一一男男子子首首次次参参赛赛夺夺冠冠

泰城一订户抽中笔记本电脑
12月11日开始发奖，其他中奖市民及时领取奖品

订报抽大奖 周奖第八期◆

本报泰安12月8日讯 (见习
记者 薛瑞) 本报与泰安市邮
政局联合开展的“订齐鲁晚报，
中大奖”有奖征订活动，8日举行
第七期抽奖。泰城市民杨同刚被
抽中一等奖，赢得一台价值3500

余元的戴尔笔记本电脑。其他中
奖市民请在12月11日(周三)到本
报编辑部领取奖品，肥城中奖者
可到本报驻肥城工作站领奖。

本报有奖征订活动从9月23

日开始，每位订阅齐鲁晚报的读
者都可以填写一张抽奖卡，抽奖
卡上有读者需要填写的详细信
息(抽奖号码、姓名、电话、身份
证号码、详细地址等信息)，每周
日下午抽出本周的获奖人，在第
二天的报纸上刊登。读者填写抽
奖卡后，具有从参加抽奖当期到
活动结束时累计的抽奖资格。越
早订阅，便有更多抽奖机会。

每期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
奖品为42寸3D液晶电视机一台
或戴尔笔记本一台。二等奖10

名，奖品为2014年全年电影票24

张。三等奖20名，奖品为电压力
锅或豆浆机一台。四等奖20名，
奖品为电饼铛、加湿器或电磁炉
一台。(奖品随机产生，以当日奖
品为准)

除此之外，每个月月底会抽
取 特 等 奖 ，1 1 月 份 奖 品 为
iphone5s一部，11月份奖品为三
星 n o t e 3一部，1 2月份奖品为
ipad4一台。新老读者们，抓紧订
阅齐鲁晚报，来赢奖品吧！

领奖地址：泰安市望岳东路
中段中七里社区服务中心四楼

咨询电话：0538-6982107(泰
安)、3280110(肥城)

第八期订报抽奖中奖名单
姓 名 联系电话

一等奖
（Dell笔记本

一台）
杨同刚 138****8224

二等奖
（2014年全年
电影票24张）

刘 超 134****0011
陈德成 139****2578
王 毅 157****2658
刘欣欣 130****4969
高明祥 159****1897
王蓉芝 136****3971
马成功 150****6782
赵晓迪 151****7912
郑 祥 187****2263
冯兰兰 138****8213

三等奖
(豆浆机一

台）

刘克登 137****3697
钱 萌 186****5587
余林森 137****1589
缪 辉 150****1436
田 娜 136****8143
刘惠范 150****6080
杨万福 150****6834
宋 菁 130****5826
随贵秋 151****6380
周文盛 82***40
张明安 82***67
石景顺 83***92
安士伟 135****8228
刘朋禄 138****1568
赵冬梅 150****8152
王玉英 82***67
王令本 138****7260
杨士广 130****5137
杨 鑫 186****3314
王 建 139****8759

四等奖
（加湿器一

台）

王海鹏 188****4343
宗庆芳 130****1672
刘海平 139****7329
许 磊 152****1258
夏梦梦 186****3469
邱玉龙 186****5711
王尚文 138****6099
马守新 138****6579
孙风军 135****9096
王海泉 82***16
李波 186****8069

杨庆兰 139****3171
彭清泉 138****3417
牛纪元 139****6065
刘日勇 156****3295
李家贞 135****1569
李东祥 82***07
刘慧礼 82***76
员红梅 138****9869
胡素军 135****6429

有奖征订全知道

13所驾校质量信誉得“3A”

本报泰安12月8日讯 (记者
王世腾 通讯员 张笑冬) 8日，
记者从泰安市交通运输局获悉，
今年9月份到11月份，泰安市交通
运输局对全市42所驾校进行质量
信誉考核，市民学车时可对照各
驾校质量信誉等级选择驾校。

泰安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
说，从今年9月份开始，驾培管理部
门将对全市各驾校的场地、教练
车辆、教学设备等硬件设施进行
实地检查，对经营管理、培训质
量、教学安全管理、服务质量等指
标进行综合考评。驾校质量信誉
考核等级分为优良、合格、基本合
格和不合格，分别用AAA级、AA

级、A级和B级表示。在评定中获得
质量信誉考核B级的单位，驾培管

理机构将根据相关法规、规章责
令其限期整改，并停止驾校继续
招生。

“目前全市的考核都完成了，
未出现B级驾校。”工作人员说，此
次质量信誉考核确定AAA级驾校
13所，AA级驾校24所，A级驾校5

所。其中13所3A驾校分别为陆通
驾校、农大驾校、泰港驾校、鲁航
驾校、新宇驾校、连邦安顺驾校、
肥城鑫桥驾校、肥城运达驾校、宁
阳华泰驾校、宁阳天安驾校、新泰
青云驾校、新泰金星驾校、新泰新
矿驾校。“质量信誉考核旨在提高
驾校培训质量，为广大学员提供
良好的学车环境。”工作人员说，
根据质量信誉考核情况，市民可
自主选择驾校进行学习。

◆

本报泰安12月8日讯(记者
邵艺谋) 7日，记者从泰安市人
民政府与中天伟路(北京)投资有
限公司共同组织的大汶口镇空
间发展战略规划论证评审会上
获悉，大汶口镇将以大遗址保护
为基础，规划建设历史文化古
镇，与泰山、曲阜形成“圣山圣人
源文化”的历史文化新格局。

“目前位于大汶口北部的满
庄镇为工业聚集区，南边的宁阳
磁窑也是工业聚集区，如果能将
大汶口打造成一个绿色生态化
的旅游区，就能在泰城南部建起
一道绿色屏障，和泰山遥相呼
应。”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城市
规划建设院工作人员表示，外地
游客沿104国道进入泰城后，要
先后经过宁阳磁窑和岱岳区满

庄镇两个工业聚集区，将大汶口
打造成宜居宜游的生态田园小

镇，能更好地吸引游客在这里停
留游玩，形成泰城南部新的生态

旅游聚集区。评审会上，来自中
国建筑设计院、山东省城乡规划
设计研究院、山东建筑大学、山
东农业大学等单位的专家，规划
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大汶口镇的发展一定要符
合特色，要明确未来的发展战
略，包括对大汶口遗址的保护如
何明确体现在规划中，旅游线路
怎样确定和串联。”中国建筑设
计院环艺院副院长赵文斌表示。
目前，大汶口镇有国家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大汶口遗址核心区、齐
鲁城、锯平县城以及山西会馆、
明石桥、云亭山等文物景点，利
用大汶河、天泽湖等水域打造的

“一河四湖”景观也已形成。“大
汶口现在还是一块待开发的处
女地，我们要利用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打造大汶口遗址核心圈、
96平方公里镇域发展圈和600平
方公里泛大汶口协调发展圈。”
大汶口镇党委书记金飞说。

据了解，2013年2月，中天伟
路(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与岱岳区
政府签订了最终合作开发协议。
2013年6月，泰安大汶口文化风景
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
2013年10月，《大汶口镇空间战略
发展规划方案》初步完成，按照
规划，大汶口镇战略发展方向定
位为“文化建镇”，将植入文化教
育产业、文化旅游产业、文化养
老产业和多元文化产业等，将大
汶口深厚的人文历史资源、优良
的社会资源整合优化。力争3到5

年初见成效，10年建成泰城美丽
南大门。

吃拿卡要、违规教学遭投诉

4488名名驾驾校校教教练练““下下课课””
本报泰安 1 2月 8日讯

(记者 王世腾 通讯员
张笑冬 ) 8日，记者从泰安
市交通运输局获悉，自今年
4月1日起，泰安驾驶员实行
计时培训，截止到12月份全
市共有4 8个教练员因为吃
拿卡要、违规教学被列入培
训管理系统的“黑名单”，停
用教练卡，一所驾校因私设
报名点，未在规定训练场内
培训停业3个月。目前泰安
每辆教练车上都喷有各县
市区驾校主管部门的投诉
电话，市民在学车时如遇问
题，可拨打每辆教练车上的
投诉电话。

8日，在泰安市交通运
输局，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
正在运行中的驾培管理系
统。“从4月1日起，实施学车
刷卡计时8个多月来，共有
4 8 名 教 练 员 被 停 用 教 练
卡。”工作人员说，48名教练

员其中有的是因为在教学
过程中通过各种方式向学
员吃拿卡要，有的则是因为
在教学过程违规教学。

“如果有学员向驾培部
门举报教练员在教学中存
在这类违规行为，一经核
实，都将会被在系统中禁
用。”工作人员介绍说，泰安
实施学时计算机管理系统
后，全市所有驾校每辆教练
车、每位教练员、每位学员
的所有信息都会记录在系
统中，一旦有教练员在系统
中被禁用，那么这名教练员
包括教练卡在内的所有信
息均将会在系统中暂时封
存，其所进行的教学也是无
效教学。不仅如此，一旦教
练员在系统中被禁用，那么
这名教练员在全市任何一
所驾校内，均将无法从事教
学培训工作。

此外，由于泰安驾培管

理系统具备GPS定位即时
定位功能，每辆教练车的训
练线路、训练进程均实时呈
现在管理系统中。系统运行
后不久，某驾校因为教练车
未在规定场地内培训以及
驾校私自设立报名点，被驾
培管理部门从5月6日一直
停业整顿到8月6日，停业整
顿期间，该驾校所有教练车
上计时器同时被禁用。

工作人员说，目前系统
将各驾校的教练车分为四
种，显示蓝色的为正在进行
教学训练的教练车，显示黄
色的为空驶教练车，显示红
色的为超速(速度超过每小
时 6 0公里 )行驶的教练车，
而显示黑色的则是停训的
教练车，这样各级驾培管理
部门便可掌握每辆教练车
的培训教学情况，一旦有违
规行为出现，可准确找到违
规车辆及教练员。

参与规划评审的专家讨论规划方案。 本报记者 邵艺谋 摄

选手在比赛途中互相打气。 本报记者 赵兴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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