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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城中事

公交车进不去站领罚单，乘客帮“喊冤”，交警部门表示———

私私占占公公交交港港，，社社会会车车辆辆要要重重罚罚

公交车频挨罚

乘客帮“喊冤”

1 4日，本报“停车不进
港，500辆公交车领罚单”引
起很多市民关注，部分市民
来电表达对公交驾驶员的同
情，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市民郑先生说，上午乘
坐了两次4路公交车，两名公
交车司机都被罚了，有点替
公交司机“委屈”，因为两次

挨罚都是受“老年乐”影响，
没法进港，希望交警对占道

“老年乐”贴罚单。“如果专罚
公交车司机，老百姓也会感
觉不公平。公交车如果能进
站而不进，挨罚理所当然，但
关键问题是进不去站，公交
司机也成‘弱势群体’了，罚
款就成为了罚而罚，影响整
治意义。”郑先生说。

公交车驾驶员李先生
说，在双龙池公交站牌处，看
到有执勤人员拿着相机拍
照，自己已经尽最大努力靠
近港湾停车，不知道够不够
标准，会不会挨罚。

社会车辆停在港

公交车难进站

14日下午5点，正值下班
高峰前奏，记者在东岳大街
和唐訾路路口路北侧公交站
点发现，三辆红色“老年乐”
一字排开，停在公交港湾东
侧非机动车道，头车正好停
在公交港湾“凹”部，一辆K4

路公交车由东向西驶来，猛
打方向驶入港湾，能看出“老
头乐”对公交进港产生影响。

大润发路北侧公交站
点，东侧非机动车道停放五
六辆等着接客的三轮摩托，

站点西侧停放两辆打着双闪
的私家车。一辆K9路公交车
进站时，先受到三轮摩托车
影响，进站后乘客纷纷涌向
公交车，但公交车继续缓缓
前行，一直紧贴站台停好后
才开门。

记者自唐訾路路口，沿
东岳大街一直到市政府公交
站点，有4个站点停着“老年
乐”等社会车辆，有 1 0个站
点，存在乘客站在站台下等
车现象。

“现在社会车辆和等车
乘客，成了影响我们停车最
大难题。刚才虽然开得很慢，
但是真怕一不小心轧到了乘
客的脚。”K9路公交车驾驶员
李女士说。

站前乱停车

交警要重罚

泰安市交警支队交管科
孔祯科长说，对于不按规定
停靠的公交车还会抓拍处
罚，同时也会加强处罚社会
车辆占用公交港湾力度，受
其影响无法正常停车的公交
车，不受处罚。

交警二大队二中队中队
长刘明说，在驾驶员都想规
范停车前提下依然不能正常

停靠，就需要考虑社会因素
影响，“首先是没有公交港湾
站点，画出公交车停车区域，
至少停在区域内都算合理，
不受处罚。二是提倡公交车
在靠近站点前一个路口，靠
右侧车道行驶。这样影响少
数非机动车行驶，但能保证
公交车进站和整个交通秩序
畅通。占用停车港的社会车
辆，有驾驶员的直接劝离，没
有 的 直 接 贴 罚 单 罚 款 1 0 0

元。”
刘明说，也有市民建议

在站台处加装护栏，需要把
整个站台全部用护栏封闭，
只留一个出口，那能保证行
人都在站台上等车，但是短
时间内收效不会很大。“提醒
市民等车在路沿石以外，不
要站在马路上。公交港湾两
侧30米内，禁止任何社会车
辆占用，交警部门将‘严管重
罚’。”

15日，记者将邀请刘明
中队长一块乘坐公交车，体
验公交车进港，并提出意见。
当天下午，泰安市交警支队
相关负责人将为规范公交车
停车秩序召开专门座谈会，
市民有什么好建议可以致电
本报，记者将直接反馈给相
关领导，转达您的声音。

1月8日，泰安联通承建的岱岳区英雄山
中学“班班通”项目正式运行，76个班级全部
安装了“班班通”多媒体教学设备，228个人
人通账号全部投入使用，将丰富优质的教学
资源和多样化的教学应用引入教学课堂，为
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提供信息
化服务。

“班班通”项目是国家教育信息化建设
的核心目标与标志工程———“三通两平台”
之一，即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
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
台和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中国联通以班
班通产品为核心，推出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
解决方案，依托云服务平台将丰富优质的教
学资源和多样的教学应用引入教学课堂。以
班班通产品带动“宽带网络校校通”，实现

“优质教育资源班班通”，促进教师备课、授
课、教学的一体化，通过向学生和家长的服
务延伸，推动“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

泰安联通岱岳分公司借助集团公司“三
通两平台”资源平台上线的契机，积极在辖
区内的各中小学大力宣讲“班班通”平台优
势，并现场进行“班班通”产品培训和教学应
用演示，赢得了老师们的肯定和认可。新开
通的“班班通”平台，方便老师们下载教案和
课件，上传教案至平台，供教研组内或学校
内部乃至全市、全省共享，亲身直观感受到
平台的便利和优势。通过“班班通”平台，可
直接播放视频、看图片，让学生有直观的感
受，学生活跃度和专注度明显提升，教学质
量显著提高。

泰安岱岳英雄山中学“班班通”的正式
使用，是泰安联通信息化应用的又一具体体
现，在教育行业树立了标杆，有力提升了中
小学校对联通“班班通”产品的感知度，对于
学校信息化产品的推广应用起到带动作用。

(张安红 韩萌)

泰安联通“班班通”

助推学校教学变革

本报泰安1月14日讯(记者 路伟) 14

日凌晨1点多，年仅27岁的周建永远离开了
这个世界。家人按照周建遗愿，拨通了泰安
市红十字会电话，在眼角膜捐献同意书上签
字。

14日上午，泰安市红十字会接到电话，
称一位刚过世的年轻人要捐献眼角膜，随后
工作人员立即联系到省红十字会眼库。

11点30分左右，记者在泰安市中医医院
肝病科见到了要捐眼角膜的市民家属。据了
解，捐献者叫周建，今年27岁，家住岱岳区房
村镇。原本该朝气蓬勃的年纪，如今却安详
地躺在病床上，父母和其他家人坐在病房门
外，神情哀伤。

刚见到周建的母亲时，老人情绪平静下
来，她说儿子走得太突然，昨天晚上还好好
的，接受不了这个现实，“这孩子从小体弱多
病，治了十几年，花光了家里积蓄。”老人说，
去世前周建已经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很早
以前他就有捐献眼角膜的想法，“当时听到
他有这个想法，我就不同意，但是后来还是
决定尊重孩子的想法。”2012年8月9日，周建
的大姐填写了眼角膜捐献申请表。

上午12点左右，省红十字会眼库工作人
员来到医院，进行眼角膜采集。周建的二姐
含泪在捐献同意书上签名，周建的母亲再也
抑制不住放声痛哭，一声声地呼喊着儿子的
小名，任凭母亲如何呼喊，周建都听不到了。

27岁小伙离世

捐献眼角膜

周建的二姐含泪在捐献同意书上签
字。 本报记者 路伟 摄

市民张女士 ( 183****
5796)：很多等车人站在路上，
影响公交车进站，而且不安
全。我看公交车上贴着“军人
优先”“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品
上车”等提示，能否也贴上

“请在站台候车”等类似提示
语。

市民孙女士 ( 186****
1135 )：考驾驶证时，有一道
题：公交港湾 3 0米范围内，
禁止停放任何社会车辆。我

觉得驾驶员同志考驾照时
都做过这道题吧。为何还有
那么多车辆影响公交车进
站。建议交警部门除了严罚
乱停车的社会车辆外，要求
这部分驾驶员回炉学习，重
考理论。处罚力度大了，看
谁还乱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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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岳大街和唐訾路路口路北侧公交站点，乘客站在站台下，一旁三辆“老年乐”一字排开。

本报泰安1月14日讯(记者
侯峰 通讯员 张梅 李

传玖) 近日，东平县法院执结
一起农民工人讨薪案件，被执
行人泰安某房地产开发公司
同意支付拖欠工程款等费用
150多万元，100多名农民工人
拿到血汗钱。据了解，泰安两
级法院正开展为期半年的涉
民生案件专项集中执行活动，
专项治理拒不执行人民法院
生效裁判行为。

2011年，山东某建筑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承接了东平
某开发投资公司开发的一项
工程。工程完工后，该投资公
司拖欠工程款400万元。2011

年11月7日，投资公司、房地
产公司与建筑公司达成协
议，约定投资公司所欠的100

多名农民工工资由房地产公
司支付，房地产公司同意支
付。

协议签订后，房地产公
司支付270万元，剩余130万元
却迟迟未履行。眼看血汗钱
打水漂，100多名农民工向法
院起诉。

2013年12月16日，该案进
入执行程序后，几名农民工
代表找到主办法官，把拖欠
工资问题再次反映给法院，
法官随即向被执行人下达强
制执行通知书和传票，敦促

其尽快履行付款义务。但是，
房地产公司仍然以种种理由
拖延，执行法官先后多次向
其讲明拖延履行法律后果及
社会影响，该公司才两次召
开董事会研究此事。

14日，记者从泰安中院
获悉，经过干警多次督促，房
地产公司终于同意支付欠
款，并于9日上午，按时将150

多万元款项打到法院账户。
“年底正是农民工讨薪

高峰期，两级法院将把追讨
农民工工资等案件作为工作
重中之重，确保农民工兄弟
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泰
安中院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泰安两级法院
开展的涉民生案件专项集中
执行活动，是根据最高院统
一部署进行的。执行案件主
要是2011年度到2013年度受
理的涉及人民群众生存生活
追索劳动报酬 (包括农民工
工资)、赡养费、抚养费、抚恤
金、医疗损害赔偿、交通事故
人身损害赔偿、工伤赔偿以
及最高人民法院挂牌督办的
相关案件。

活动开展以来，两级法
院采取各种执行措施，集中
治理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生效
裁判行为，维护了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效果明显。

一房地产公司拖欠130万工资，法院执行督促

110000多多位位农农民民工工拿拿回回血血汗汗钱钱

格市民金点子

14日，泰安市交警
部门规范公交停车秩序
活动还在继续。社会车
辆和等车乘客成影响公
交规范停车的主要因
素。交警回应，公交港湾
30米内，社会车辆乱停
将劝离或贴罚单，受影
响无法正常停靠的公交
车，免于处罚。

文/片 本报记者 曹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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