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元元水水1155元元饭饭，，春春运运列列车车管管够够
济铁在大学装自助售取票机，凭车票在济南站免费打长途

本报济南1月7日讯（记者
宋磊 通讯员 吕传来）

记者从济南铁路局获悉，今年
春运济南铁路局将采取一系
列措施，保障旅客出行。全局
29个车站将100%实名验票。
另外，济南站售票窗口排队超
12米时加开窗口，旅客凭票可
在站内免费打长途；春运列车
将保证2元以下矿泉水15元以
下盒饭供应。

为方便旅客购票，济南火
车站在售票厅设置12米线，当
售票窗口排队人数超过12米线
时加开窗口，直至开启全部窗
口。另外，济南站在进站大厅外
设立5米线，进站排队旅客超过
5米时，加开进站通道。同时，旅
客可以凭车票在旅客服务中心
免费拨打全国长途电话。

今年春运济南铁路局将强
化服务保障，各次列车加强饮
用水和餐食供应，保证2元以下
矿泉水和15元以下盒饭供应。

同时，济南、青岛、青岛

北、济南西（含五站）、淄博、潍
坊、烟台、高密、胶州、青州市、
泰山、兖州、枣庄、滕州、济宁、
菏泽、聊城、临沂、日照等车站
春运期间实施12306电话受理
特殊重点旅客服务工作，拨打
车站服务热线电话或12306电
话，预约轮椅、进出站等服务。

为方便旅客尤其是学生
和务工人员取票，售票窗口延
长售票时间。

车站自动售取票机增加
售取学生票服务功能，在规模
较大的大专院校逐步安装自
动售取票机，自动售取票机售
取学生票均不加收费用。目前
山东大学校内已安装了自动
取售票机。各车站为务工人员
购票提供便利，提前优先办理
用工企业务工人员团体往返
票，5名及以上务工人员即可
自行组团购买团体票，同时所
有售票渠道比原预售期提前5
天，向务工人员发售春运期间
临时加开列车车票。

农农家家院院藏藏着着33110000箱箱违违法法爆爆竹竹
济南民警端掉一处黑窝点，厂房内电线乱扯无灭火器

本报济南1月7日讯（记者
杜洪雷） 济南槐荫区一个

普通村庄的院子里，竟非法存
放着多达3100箱的烟花爆竹，
还包括危险性很高被禁止销
售的白皮鞭炮。7日下午，济南
警方根据举报查处了今年以
来最大的一个非法储存运输
烟花爆竹的黑窝点，两名嫌疑
人也被控制。

“厂房内电线私拉乱扯，
而且没有一个灭火器。”二大
队一中队中队长翟伟称，这个
存放着3100多箱烟花爆竹的
厂房如同一个危险的炸药库。

7日中午，济南市公安局
治安支队二大队接到了举报
称，在吴家堡裴家庄附近有一
个非法储存烟花爆竹的窝点。

14时许，治安支队二大队
和槐荫分局治安大队民警开
始在裴家庄附近进行摸排。一
个小时之后，民警发现位于裴
家庄南头一处非常可疑的院
子。院子里面有一个厂房，而

且面积比较大。
冲进厂房，民警快速围住

了里面一辆厢式货车。厢式货
车的车厢内已装满烟花爆竹，
准备运出销售。车上一男一女
还没缓过神就被民警控制住。

被扣男女是租用厂房的
王某及其妻子。王某携带多张
生产烟花爆竹公司的名片，多
数是湖南的。

厂房内烟花爆竹垒得足
有一人高，长30多米。“烟花爆
竹存放有严格要求，需要一定
安全距离。进入仓库前，手触
摸防静电棒防止发生意外。”
民警介绍。

现场烟花种类足有十多
种。厂房中间放着十多个编织
袋，民警打开袋内包装盒，散
落出一串白皮鞭炮。“白皮鞭
炮都是黑火药，稳定性很差，
危险性高，明令禁止销售。”

“这是今年查处烟花爆竹
数量最多的黑窝点。”翟伟说。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省直举行

老干部迎春活动周

我省开展打击

假媒体假记者活动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精神，切实解决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群众和基层
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按照全国统
一部署，结合我省实际，省“扫黄打
非”办公室决定2014年1月至3月，在
全省开展打击假媒体、假媒体机构、
假记者工作专项行动。1月2日，省

“扫黄打非”办公室印发《山东省开
展打击假媒体、假媒体机构、假记者
工作实施方案》，此次行动的主要任
务是：取缔和收缴非法违规报刊，取
缔非法设立的编辑部、记者站、工作
站等机构，关闭非法设立的新闻类
网站、网站频道，依法处理非法从事
新闻采编活动的机构和人员，严厉
打击以记者和网站新闻采编人员名
义招摇撞骗、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
分子。

省“扫黄打非”办公室希望社会
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鼓
励单位、企业和个人举报假媒体、假
媒体机构、假记者。省“扫黄打非”
办公室举报电话：0531-86061705；
传真：0531-86920205，通讯地址：
济南市省府前街1号综合楼七楼，
邮编：250011

本报讯 1月6日上午，由省老
干部局、省老龄委和济南市老干部局
主办，省老干部活动中心、济南市老
干部活动中心承办的老年迎春音乐
会在省老干部活动中心颐心苑举行，
省老干部迎春活动周也由此拉开帷
幕。省里的部分老领导、省市老同志、
老年人代表参加了当天的活动。

音乐会上，山东省老年艺术团
和济南市老干部艺术团民族乐团为
老同志演出了经典的民乐和交响乐
节目。

据悉，这次省直机关老干部迎
春活动周将从1月6日持续至1月10
日。其间，为老同志们精心设计了丰
富的游戏活动。新落成的颐心苑文
体场馆同步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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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乘车安全

防止意外伤害

为进一步提示游客注意乘车安
全、做好安全行车监督，国家旅游局、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于去年7月联合摄
制并制作了“游客安全乘车温馨提
示”宣传片及《游客乘车安全须知》。

行驶前，首先要注意的是不要
携带盐酸、汽油等易燃易爆危险品
和违禁品乘车，严防发生意外。二是
要确认大件行李已有序放置于行李
箱内或司乘人员指定的位置，小件
物品已妥善放置于行李架上或前方
座位下，以防行李掉落砸伤人。三是
务必要系好安全带，以防发生意外
情况时加重人身伤害。车辆行驶途
中，首先要注意的是不在车内吸烟，
以防引发火灾。二是不要与驾驶员
闲聊，以免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三
是不要将头或身体其他部位伸出车
外、不在车内任意走动、不乱扔果皮
等废弃物、不在行驶中从行李架上
取东西等，以防发生意外。

我省鼓励民资设检测机构，乡镇设食安监管所

食食药药举举报报电电话话将将统统一一成成1122333311
本报济南1月7日讯(记者

李钢) 7日，全省食品药品
安全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对
2014年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做
出部署。记者从会上获悉，我
省提出乡镇(街道)要设立行
政编制不少于5人的监管所，
在农村(居)也将用购买服务
等方式设协管员。此外，为鼓
励市民举报食药安全问题，我
省将统一举报电话为12331，
简化兑奖程序。

7日，记者在全省食品药

品安全工作会议获悉，目前全
省食药监管体制改革正在进
行。食品安全监管最大的薄弱
环节在基层。为此，我省提出乡
镇(街道)设立监管所，且行政编
制不少于或一般不少于5名。

我省还提出在农村行政
村和城镇社区设立协管员，填
补基层监管执法空白。

目前我省食药安全第三
方检测机构较少，只有青岛发
展较好，有20余家第三方检测
机构。对此，出席会议的副省

长王随莲说，各地要鼓励支持
社会资本设立第三方检测机
构，形成政府、企业和社会三
方共存的检测体系，以实现检
测结果相互校正、相互监督。

市民举报是食品药品监
督重要途径之一。2013年，全
省共受理食品安全举报案件
11671起，查处8064起，涉案金
额6 . 38亿元，奖励688人次。

为增加举报数，我省提出
将食品安全举报奖励电话统
一为12331，并简化兑奖程序。

安全之窗
主办单位：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3年，全省共查出违法违
规案件1 . 6万起，涉案货值14亿
元，侦破食品犯罪案件5532起，
是2012年全年案件总数的近10

倍，抓获犯罪嫌疑人9128人，打
掉四黑窝点3507个，犯罪团伙
496个。

本报记者 李钢

去年侦破

食品犯罪5532起

相关链接

春运售票

车站人工窗口仅占3 . 2%

据济南铁路局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春运售票高
峰已经来临，1月6日，共发售车票24 . 8万张，其中互
联网售票16 . 6万张，占当日发售量的66 . 9%，；代售点
售票4 . 9万张，占19 . 8%；自动售票机售票1 . 6万张，占
6 . 5%；电话订票9000张，占3 . 6%；车站人工窗口售票
8000张，占3 . 2%。 本报记者 宋磊

网络电话订高铁

改为14点放票

据人民网北京1月7日电 自2014年1月8日起，
铁路部门对互联网、电话订票的起售时间做如下优
化调整：一是在原有8:00至18:00（除14:00外）每整点放
票的基础上，增加9:30、10:30、12:30、13:30、14:00、14:30六
个放票时间点；二是所有“G”字头列车起售时间由
11:00移至14:00，“D”、“C”字头列车起售时间仍为11:
00，保持不变。此外，部分车站窗口售票起售时间也
调整了，详情查询12306网站和车站公告。

相关新闻

民警缴获的白皮鞭炮危险性大，被禁止销售。
本报记者 杜洪雷 摄

举报线索最高奖5000元
根据举报查获非法制造、买卖、储存、运输烟花爆竹案件的,

警方给予举报有功人员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奖励；查获重大案
件的,视情给予举报有功人员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奖励。

地址:槐荫区张庄路225号,济南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二大
队 ,电话 :0531-85081508、85960996,邮箱 : jnza2dd@163 .com,邮编 :
250023。 本报记者 杜洪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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