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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城中事

昨日泰安市公安局警营开放日，市民近距离感受“110”，去年一年———

接接警警6622 .. 99万万件件救救助助群群众众11 .. 33万万人人

本报泰安1月10日讯(记者 路伟) 8日，
山东中西医结合大学落户泰安高新区签约仪
式举行。该项目总投资21亿元，总建筑面积40

万平方米以上，在校生规模3 . 5万人以上。
山东中西医结合大学落户泰安高新

区，8日举行签约仪式。该项目由山东利明
科技职业学院投资建设，按照教育部关于
本科专业院校及规模的要求，主要建设教
学、养老培训、南丁格尔护理服务总部 (计
划在澳大利亚主板上市 )基地、办公楼、实
验室、人体奥妙博物馆、中华医药博物馆等
校区设施。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云鹏，山东中西医结
合大学董事长、校长王力一出席仪式。王云鹏
希望学校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等优势，整合各
方资源，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促进泰安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加快推进富民强市、建设幸福
泰安进程做出积极贡献。

本报泰安1月10日讯(记者 陈新 通讯
员 于海峰) 去年12月，泰安居民消费价格
水平同比上涨3 . 1%，同比涨幅略高于全省和
全国平均水平。去年全年CPI以上涨为主，同
比波动幅度在5%之内。

据市统计局数据，12月泰安居民消费价
格水平同比上涨3 . 1%，食品类同比上涨4 . 2%，
衣着类同比上涨5 . 3%，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
服务类同比上涨1 . 3%，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
类同比上涨7%，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
同比上涨1 . 3%，居住类同比上涨2 . 8%。同比下
降的两个大类分别是烟酒类同比下降1 . 2%，
交通和通信类下降0 . 2%。

其中，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类价格同比
上涨7%，同比波动幅度最大。中药材及中成
药价格上涨15 . 1%，医疗保健服务价格同比上
涨8 . 3%，医疗器具及用品价格同比上涨4 . 3%，
西药价格同比上涨0 . 1%，个人用品及服务价
格上涨0 . 1%。

2013年，泰安CPI累计涨幅低于全省和全
国平均水平。在全省17城市中，累计涨幅处于
全省中游水平。

山东中西医结合大学

落户泰城高新区

上月CPI同比上涨3 . 1%

中药材价格涨幅最大

本报泰安1月10日讯(记
者 张伟 通讯员 徐国
涛) 10日上午，泰安市公安
局 在 林 校 操 场 举 行 了 以

“110，守护您的平安”为主题
的110宣传日暨警营开放日
活动。据了解，2013年泰安市
110报警服务台共受理群众
有效报警求助37 . 5万余起。

10日上午10点，来自泰
城各行业、单位市民代表走
进林校操场，“以前不懂110

接警这一套流程，原来信息
传递下去也需要一定时间。”
花园社区侯先生说。

活动现场，部分市民推
来电动车，进行免费登记打
码。有毒有害食品、药品展
示柜台前，围着不少市民，
一名工作人员拿出一瓶假
酒，正在详细讲解。“从外观
看，这瓶酒包装就有问题，
防伪标识也不清楚。酒瓶颠
倒放置时，酒液中有杂质下

沉，有明显悬浮物。”该展示
台西侧，工作人员一边发放
防盗、防抢、防骗宣传单页，
一边普及户籍、交通、消防
等知识，答复群众咨询和问
题。

操场南侧，五六只警犬
受到市民围观，工作人员找

来7个公文包，排成一排，并
在其中一个里面塞上鞭炮。
训导员派出搜爆犬，逐一排
查，并成功找到鞭炮。“这些
警犬看着不起眼，没想到还
有这本事，太厉害了。”现场
一市民说。

工作人员说，遇到危难

情况时，要抓紧时间就近报
警，越快越好。“正确使用110

报警，有助于迅速破案。”
2013年6月16日凌晨3时许，泰
安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
钱某报警称，其丈夫张某在
新泰天宝附近被绑架。随后
接警工作人员立即通报新泰
110指挥中心，相关部门联合
行动，进行拉网式排查布控。
凌晨6点左右，钱某再次报警
称，对方让其将12000元汇至
她丈夫农信社卡内。天宝派
出所立即派工作人员便装蹲
点布控，于当天9时许将两名
犯罪嫌疑人抓获，成功救出
张某。

据了解，2013年，泰安市
110报警服务台共接报警电
话62 . 9万件，其中有效报警
37 . 5万件；处置各类警情14 . 6

万起，救助群众1 . 3万人次，
抓获犯罪嫌疑人938人，有效
维护了社会治安稳定。

本报泰安1月10日讯(记者 侯峰 通讯
员 石兆慧) 8日，泰山区人民法院宣判了
一起醉酒驾驶案件，被告人因危险驾驶罪被
判处拘役并处罚金，将在看守所内度过春节。
法官提醒，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驾驶等
8种醉驾情形都将从重处罚。

去年10月21日晚，张某驾驶轿车在泰山
区龙潭路与高某驾驶的轿车相撞，致两车受
损。民警发现，张某有酒后驾驶嫌疑，经检验，
张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55 . 4mg/100ml，属于
醉酒驾驶。交警部门认定，高某与张某负事故
同等责任。8日，泰山区人民法院以危险驾驶
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
6000元，张某将在看守所度过春节。

据了解，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
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该
意见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从重处罚八种情
形，张某符合其中两种从重处罚情形，即血液
中酒精含量达到200mg/100ml和造成交通事
故。因此，法官做出前述判决。

据法官介绍，8种从重处罚的醉驾情形
是：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
任，或者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未构成其他
犯罪的；血液酒精含量达到200毫克/100毫升
以上的；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驾驶的；
驾驶载有乘客的营运机动车的；有严重超员、
超载或者超速驾驶，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
使用伪造或者变造的机动车牌证等严重违反
道路交通安全法行为的；逃避公安机关依法
检查，或者拒绝、阻碍公安机关依法检查尚未
构成其他犯罪的；曾因酒后驾驶机动车受过
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追究的，以及其他可以从
重处罚的情形。

男子醉驾判拘役4个月

将在看守所里过春节

没有停止线

该在哪儿停

近日，有市民反映，泰
山大街和望岳东路路口，
信号灯已经安装一段时
间，但是路口标线却没有
完善，车辆乱停，有的直接
停在路口处。

10日上午，在望岳东
路和泰山大街交汇口，由
北向南方向车辆随意停放
着，有的靠前、有的靠后，
参差不齐。地面上没有停
止线，机动车基本上都越
过线停车，挡住由东向西
行驶的电动车。

由西向东方向路口，
红灯后车辆都在路口处停
下，相对整齐，但车辆已经
越过西侧信号灯灯杆超过
两个车身，过马路市民只
能从车尾部分经过。

路口从东向西方向车

辆也面对类似问题，驾驶
员徐先生说，“没个标准，
看见信号灯变红灯，踩刹
车间距也不好控制，刹车
踩松一点，车身就往前一
点停，踩重一点，就距离路
口远一点。”

泰城多个路口

缺少停止线

10日上午，记者从泰
山大街东侧转盘，沿泰山
大街走访发现，停止线缺
失现象比较多。在泰山大
街和荣疗东路口，四个方
向均没有停止线，因为车
流量多，车速较慢，信号灯
变红灯时车辆停放相对整
齐，但夜间车流量少，车速
快，信号灯变红后，很多车
基本停在路口中间。

沿泰山大街向西，中
七里村委前信号灯下也没
有停止线，遇红灯后，一辆
白色轿车直接轧在斑马线
上。整个路口车辆停放显
得参差不齐。而泰山大街
和望岳西路路口以及泰医
附院前的信号灯，均没有
停止线。仅泰山大街缺少
停止线路口，就有五处。

记者又沿灵山大街由
西向东，在南湖西侧不远
处信号灯下，也没有停止
线。财源大街下河桥信号
灯，同样停止线缺失，导致
该路段经常堵车。“其实这
个路口标线最应该完善起

来，看见信号灯变红，车早
停路中心了，四面八方车
辆 挤 在 一 处 ，根 本 走 不
动。”王先生说，每到休息
日，财源大街从青年路路
口到校场街路口，能堵一
个小时。

交警已关注

天气转暖马上画线

10日下午，记者以泰
山大街和荣疗东路口为
例，咨询泰安市交警二大
队四中队中队长乔鹏，乔
鹏说，此前该路口有停止
线，长时间被磨光了，前几
天泰山大街刚刚施画标
线，现在又看不清了，已经
上报交管科争取修复。“机
动车轧斑马线和网状线，
都有明文规定，罚款100元
不扣分。”乔鹏说，类似路
口停车应该距离斑马线30

公分至40公分。
泰安市平安交通设施

办公室工作人员说，泰山
大街标志标线复新已经列
入标线复新计划中。但是
冬天天气太冷，地面温度
低，热熔标线画不上，等气
温回升之后，会进一步完
善。

泰安市交警支队交管
科工作人员回应，至于泰
安到底有多少路口停止线
不健全，确实没有统计，但
是类似路口等开春后会施
画停止线，完善标示标线。

泰泰山山大大街街55个个路路口口缺缺停停止止线线
车该停哪司机全凭感觉，交警称天气转暖后马上完善

市民梁先生 ( 1 8 6 * * * *
1001)：虽然前段时间媒体报道
过，交警部门也做过修改，但东
岳大街和望岳西路路口，由东
向南转向信号灯时间太短，仅
15秒钟，能过去4辆车已很不容
易。望岳东路和东岳大街南北
方向信号灯，晚上会变成黄闪，
有视觉死角，如果从南向西转
弯，根本看不到从西向东来的
车辆，希望信号灯取消黄闪。

市民侯先生 ( 1 8 6 * * * *
0517 )：出租车随意变道现象
太频繁，而且不按站点停车上
下乘客，招手就停。乘客从出
租车招呼点打车，也是对自己
安全着想 ;出租车停车时考虑
正常行驶的车辆，如果追尾，
我感觉按规定也应该出租车
负全责。

市民张先生 ( 1 5 8 * * * *
3102)： 河东路上，路边停着
很多车，有时一停停一天，影响
通行。有一次，一辆消防车想经
过，从财源大街到灵山大街这
一段，跑了足足半小时，耽搁救
火。希望有关部门加大抓拍。

为了实现“治堵保畅”的目
标，欢迎大家广开言路，针对道
路交通设施升级改造、治堵妙
招等都可以提供建议，感觉信
号灯、指示牌、道路标示标线设
置不合理的地方也可以提出，
交警部门将实地调研及时改
进。合理建议意见一经采用，交
警部门会给予一定物质奖励并
颁发荣誉证书。本报记者也愿
意当做传话筒，欢迎市民致电
参与。

参与方式：

方式一 :来信请寄泰安市
泰山区望岳东路中七里社区服
务中心4楼齐鲁晚报·今日泰山
收

方式二 :市民可致电本报
记者电话18653881021或0538-
6982110

方式三：微信号：qlwbjrts

腾讯微博：@齐鲁晚报-今
日泰山

新浪微博：@齐鲁晚报-今
日泰山

新浪微博：@泰山交警

市民金点子

本报记者 曹剑

泰城不少路口新
安装信号灯，斑马线前
却没有机动车停止线，
驾驶员都不知道该如
何停，在哪停。这样的
路口，泰山大街就有5
处。泰安市交警支队交
管科回复，今年开春以
后，将继续完善。

工作人员现场讲解真假人民币的辨别。 本报记者 张伟 摄

缺少停止线，车辆轧到斑马线上。 本报记者 曹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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