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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最现场

1 . 14影讯

横店影城

《警察故事2013》3D

票价60元 片长110分钟
10:25 12:25 14:30 16:30 19:00 21:05 22:
20

《私人定制》
票价50元 片长120分钟
11:35 13:45 15:55 18:00 20:05 22:10

《安德的游戏》
票价50元 片长115分 11:00 13:00
14:55 16:50 18:45 20:40 22:35

《神偷奶爸》3D动画
票价60元 片长100分钟
10:15 11:15 12:05 13:55 15:45 17:40 18:
30 19:30 20:25 21:25

《救火英雄》
票价50元 片长115分钟
13:10 16:05

《恶战》
票价50元 片长95分钟
15:20 17:10

《六福喜事》
票价50元 片长95分钟
12:35 14:20 18:10 19:55

《夺命地铁》
票价50元 片长110分钟
10:30 21:40

一月份每周三、
周四，会员通过横店
手机客户端购票，2D
/ 3 D电影1 8元通看！
在线选座在线支付，

方便快捷！(VIP厅及节假日除外)

圣大影城

《警察故事2013》3D

片长105分钟 票价25元
13:05 17:35

《私人定制》
片长120分钟 票价25元
11:05 15:00 17:00 19:00

《安德的游戏》
片长110分钟 票价20元

10:00 11:55 15:40 19:30

《神偷奶爸2》3D

片长95分钟 票价25元
09:25 10:20 12:00 13:40 15:20 17:00 18:
40 20:20

《夺命地铁》
片长105分钟 票价20元
13:50 21:00

《恶战》
片长90分钟 票价20元
21:25

圣大影城QQ群：225369063

地址：市政府广场南侧(卜蜂莲花超
市北门)

影讯热线：8665555

微信：SDYC8665555

大乐透 第14006期
01 04 07 16 35+06 08

排列3 第14013期 6 0 0

排列5 第14013期 6 0 0 8 7

（孙静波）

3D 第2014013期 6 1 3

七乐彩 第2014006期
06 07 09 10 25 26 28 22

23选5 第2014W013期
06 09 18 21 23（孙静波）

停停车车不不进进港港，，550000辆辆公公交交领领罚罚单单
司机：站点有行人、自行车没法进去停
交警：行人和其他车辆不能“霸占”公交港

11日起，泰安市交
警支队规范公交车停
车秩序，不少公交司机
被罚。据了解，城区 4
路、15路、31路、33路等
沿东岳大街和岱宗大
街行驶的公交车，两天
内 5 0 0 辆公交车被抓
拍。交警称，此前已经
做了大量工作，现在一
抓拍，驾驶员都受不
了。交警部门将继续对
公交车停车保持“高
压”态度，也对驾驶员
停车提高要求。

公交车司机夫妇

一天挨罚300元

12日，公交车驾驶员李先生
拨打本报热线称，自己和妻子都
是公交驾驶员，一天之内被罚了
300元，“根本没法干了”，李先生
说，罚款原因是“机动车违规占
用专用车道”，连续3次共计300

元。“机动车占用专用车道”是指
公交车在非机动车道上停车上
下乘客。

连续几天，交警部门加强对
公交车抓拍力度，只要不进港湾
停车都会被拍，拍到一次罚款
100元，对于公交港湾建设，想进
站有点难。“我开的是9米长公交
车，而公交港湾长20多米，当前
面进去两辆车，第三辆只能等
着。但是市民不等啊，一看见车
来就往前挤，不开门还特着急。
当公交站牌有社会车辆或电动
车停放时，根本无法停车，又不
能不开门，被拍到就会挨罚。”

李先生说，和妻子加起来一
天工资才140元，一下罚款300元，
相当于两天白忙活。

按照规范停车

司机“压力山大”

13日中午，在望岳西路公交
车停车场，当提起规范停车时，
多位公交驾驶员一片唉声叹气。

“4路、15路、31路、33路等，几乎
‘全军覆没’了，还有驾驶员值一
次班被拍4次。”公交司机郭先生
说。

K15路公交车司机说，自己
在岱庙附近被拍了两次，“我是
昨天上午被拍一次，下午被拍一
次。K15路一共16辆公交车，从上
周六至这周一，除了两辆休班

外，其他14辆无一幸免。”
“岱庙、老市委、林校操场这

几个站点，‘中招率’100%。”一位
姓郭的公交司机说，交警把执法
记录仪放在公交车港湾附近，每
一辆不按规定停的公交车都被
拍下来，录入系统。

“我感觉处罚力度太严格
了。”公交车驾驶员说，有的公交
港湾站台狭窄，乘客扎堆在站台
下等车，公交车不敢往边靠。对
于没有公交港湾的站点来说，在
非机动车道停车属于“占用专用
车道”，在机动车道停车又属违
法停车。进出公交站点必须越过
白实线，被拍以后又按照“越线
行驶”或“不按导向车道”行驶罚
款1 0 0元。“不管怎么停都要挨
罚，驾驶员们都懵了，到底该咋
停？我们只能尽可能靠边再靠
边。”

据了解，公交公司对公交车
的停车要求是，车轮距离路沿石
30厘米，对于驾驶员来说，是个
不小的挑战。一位驾驶员说，除
了乘客会站在路边影响停车外，
站牌上的遮阳板会刮擦到公交
车后视镜。青年路和虎山路等，
两侧树木很矮，靠边停车公交车
身会刮倒树枝，靠边停是不可能
的。

站点设公交港

停车尽量靠边

13日下午，在东岳大街和青
年路路口，交警一大队二中队中
队长赵伟说，规范公交车停车秩
序，是泰安市交警支队统一部署
的。从11日开始，到13日上午刚
进行两天半，中队一共抓拍200

多辆不按规定停放的公交车，全
市有500多辆公交车被抓拍。

“对于规范公交车停车，此

前没有采取任何罚款措施，但
已经对驾驶员做过大量工作，
而公交驾驶员都不当回事，一
直按照原有习惯停车，现在一
规范肯定受不了。”赵伟说，10

日上午，在岱庙公交站点站了
一个多小时，对每一辆公交驾
驶员说了一遍，交警部门开始
规范公交停车秩序，相互转达
给队友或朋友，但是第二天一
早大家依然我行我素。开始抓
拍后不到两个小时，估计所有
公交司机都知道了，一下子变
得规范起来。

“对于不按规定停车的公
交司机，还是继续抓拍，也是为
了排除安全隐患。”赵伟说，公
交车停在非机动车道，有电动
车追尾会判公交车全责；在机
动车车道停车，乘客下车被电
动车给撞了，也判公交车责任，
因此只有进港湾靠边停，对公
交司机有益。提醒市民乘车时，
如果能站在站台的，不要在路
面上等车。

泰安市公交公司安全科副
科长李辉介绍，目前也接到一
些驾驶员反馈，公司很支持这
项措施，此外，公司本身通过

“早出车、晚收车”“3G实时监
控”等方式，规范停车秩序，具
备停车条件的，必须按规定距
离路沿石30厘米，不具备的，在
保证安全条件下停车。“对于不
按规定停车挨罚的，由驾驶员
自己承担。”李辉说，公交车停
车也面临很多难题，例如岱宗
大街林校操场站点，设置在路
中间绿化带里，站台勉强能站
人，一到高峰期，乘客不得不到
马路上等车，而且公交站亭遮
阳板太低，影响大型公交车进
站，会尽快和交警部门对接，协
商类似站点，该如何停车。

市民金点子

市民王先生(186****1096)：
经过几天治理，公交车停车规范
起来，不进站点停车上下乘客，其
实很危险。以东岳大街大润发前
面路北公交站牌为例，平时公交
车刚过来信号灯就停车，挡住了
驶入大润发的私家车，导致堵车。
第二方面，不进站上下乘客的地
方，位于机动车道或非机动车道，
从后面驶来的电动车等车速很
快，对乘客来讲太危险了。我赞成
这一治理措施。

市民张女士(186****6217)：
南湖公园北侧公交站牌在绿化带
上，公交车进港湾后，要是人多就
被进站公交挤到非机动车道上。
能不能把公交站牌挪到最南侧，
设立公交车专用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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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 6 5 3 8 8 1 0 2 1 或0 5 3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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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日下午，记者乘坐
K15路公交车，从卜蜂莲
花出发，沿东岳大街一直
到岱庙，对于个别公交港
湾来说，公交车进站距离
路沿石30公分真不容易。

卜蜂莲花站点没有公
交港湾，市民站在非机动
车道等车。车还没停稳就
纷纷向前挤，公交车鸣哨
后缓缓前行，把人群挤回
路沿石以上。

“最怕新汽车站站
点。”驾驶员说。因为没有
公交港湾，公交车紧贴路
边停下。记者发现，前方一
辆公交车右轮轧在白实线
上。“公交车车身比非机动
车道还宽出半个车轮，要
是被拍到，那铁定是轧线，
但这已经是最贴边停放
了。”驾驶员说。

中心银座附近和校场
街附近公交港湾，因为相
对完善进出和靠边停放并
不困难。但到了上河桥站，
进站后左侧直行车辆并排
停放等信号灯，公交车无
法再返回行车道，只能等
车辆走完后，再驶出公交
港湾。

岱庙公交站牌处，公
交港湾停了一辆私家车和
一辆人力三轮车，公交车
没法进站。三辆公交都因
没法进港湾，车头插进港
湾斜着停车后，上下乘客。

记者体验

距离路沿石30公分

有些站点的确挺难

文/片 本报记者 曹剑

行人站路上，公交车很难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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