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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最现场

20日上午，肥城亿嘉装饰建
材城项目开盘盛典隆重举行。截
至20日下午，首批推出房源销售
超过80%，宝马轿车、液晶电视等
奖品全部送出。

20日一大早，亿嘉装饰建材
城接待中心内，等候区1200个座
位坐满意向客户，等待摇号选
铺。下午“买商铺抽宝马”活动
中，在肥城市公证处工作人员监
督下，特等奖宝马轿车、一等奖
液晶电视等奖品送出。

据销售经理介绍，亿嘉装饰
建材城购买商铺首付5万起，项
目多重优势吸引了不少客户。

“面积30至50平方米的商铺，小
面积低总价，能降低投资者的负
担，。”同时，开发商针对自营户，
专为入场经营户配置了2万平方
米大型仓储，开发商自持40%核
心物业；项目承接老市场搬迁升

级；国内外知名品牌、经营大户
进驻等保障了良好的市场前景。

19日晚泰安亿嘉城置业有
限公司邀请尹相杰格格等明星，
为市民带来“唱响山东，走进亿
嘉”大型文艺晚会。此外，央视空

竹达人周天、山东广播电视台
《综艺满天星》歌手朱倩倩和殷
光栋等担任演出嘉宾。

据统计，截至开盘当日下
午，首批推出房源销售超过80%。

(李亚宁)

亿嘉建材城开盘抽奖送出宝马车 4 . 21影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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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中石仔细倾听记者的提问。 本报记者 赵苏炜 摄

轿轿车车躲躲行行人人一一头头撞撞进进公公交交站站
撞倒候车亭和站牌，好在站台上没人受伤

本报6982110热线消息(记者
侯峰) 20日下午，龙潭路灵芝

小区附近，一辆轿车冲进公交车
站，将公交站牌撞翻在地。交警
介绍，事故因车辆躲避过马路行
人所致，事故司机和穿越马路行
人受伤。

2 0日，在龙潭路泰山瑞丽
大酒店东侧的人行道上，一根
粗约 1 0厘米，长约近 2米的钢
管横在地上。这根钢管是不远
处的灵芝小区公交候车亭的
一部分。总长约1 0米的候车亭
坏得更严重，3块灯箱已经损
坏了 2个，中间的灯箱摇摇欲
坠 ，南 边 的 灯 箱 则 已 经 被 撞
断，倒在非机动车道上，地上

还有大量碎片，把整条非机动
车道挡死。此外，最南边的三
角站牌也被连根撞断。

损毁公交候车亭的是一辆
深棕色的吉利帝豪轿车，车辆整
个斜跨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
道的石阶上，车头部分几乎完全
损毁，除了大量碎片外，车前的
保险杠、发动机挡板和右侧前车
轮已经完全脱落，左侧车门也出
现凹陷。

“大约4点钟左右，我听见一
声巨响，看见这辆车撞到站牌里
了，车里的司机是一个30多岁的
男人，受伤也不轻，被拉出来后
还在地上躺了一会儿。”市民王
先生介绍，事故发生后一度造成

堵车。
负责处理事故的交警二大

队民警告诉记者，初步了解事
故原因是车辆在龙潭路自北向
南行驶时，遇到行人过马路躲
避时，操作不当所致，共造成司
机和横穿马路行人2人受伤，受
伤程度尚不清楚。随后，记者询
问交警司机出事时是否有超
速、酒驾等行为，交警称还需要
进一步调查。

下午5点左右，相关的拖车
将损坏的吉利帝豪车拖走，并调
来吊车对损毁严重的公交站设
施进行了拆除。

奖励线索提供者 50元

撞坏站牌后，吉利车骑到了站台上。 本报记者 侯峰 摄

货车核载4人
却塞下9个

本报泰安4月20日讯(记者
曹剑 通讯员 高志龙) 20

日上午，一辆核载4人的外地轻
型货车，实载9人路上行驶被交
警拦下，驾驶员被罚款50元。

20日上午8点40分，景区大
队勤务二中队民警在环山路黄
山头村路口展开整治，一辆由
南向北行驶的临沂牌照灰色货
车，走走停停引起了民警注意。

交警示意货车靠边停车
后，陆续有人从后面的货柜门
里走下来。交警急忙向前查看
情况，驾驶员出示驾驶证和行
车证。民警发现此车行驶证注

明为封闭式轻型货车，即拉货
的而不是拉人的，核定载客“2+
2”前排2人后排2人，后面为货
箱。

经民警清点人数竟拉了9

人，其中还有儿童。货箱中间摆
放一长方形柜子，另有一马扎。

中队指导员邱伟志对驾驶
员开据罚单时，车上一家人拉
住他，苦苦哀求称仅是来泰走
亲戚，驾驶员也称拉的都是自
己亲戚。民警以货车违规载人
对驾驶员处以50元的罚款，要
求车上仅留4人，其他人转乘其
他交通工具。

男男孩孩路路边边突突然然发发病病
拿拿砖砖砸砸燃燃气气中中转转站站

本报6982110热线消息 (记
者 邢志彬 ) 18日下午，一少
年精神病发作，在虎山路附近
砸开一天然气中转站的门，消
防和防暴队员来到现场。派出
所民警和少年的家人把他劝回
家里，并联系救护车把他送往
精神病医院救治。好在交换站
只是门被砸坏，燃气没有发生
泄漏。

18日下午6点，岱北农贸市
场附近有人报警说，有个精神
病人在附近闹事。在泰安一中
虎山路校区南墙外，有一个铁
皮屋，是燃气公司的交换站，一
个约一米八高的少年正拿着砖
块砸铁皮屋的门，要进去砸里
面的管道和设备，边砸还边大
声笑。

周围有不少群众，认识他

的人说，别看这个孩子个这么
高，但才16岁，以前没患精神病
时挺聪明，现在挺可怜的。民警
找到少年母亲，她一直站在离
少年2 0多米远的地方，看起来
很害怕，不敢再靠近。

此时少年不停来回走动，
仍然很激动，顺着南墙走到学
校西头。派出所民警担心万一
燃气泄漏，会发生火情，一边提
醒附近群众不要吸烟、拦住几
辆想打火起步的汽车，一边联
系消防部门和防爆警察。

民警说，法律规定对精神
病人不能用手铐等器械，他和
家属商量，如果少年情绪继续
这么激动，有可能伤害路人的
话，就让防爆警察限制他行动。

消防队员赶来后，对燃气中
转站的设备进行雾状喷水，以防

止燃气泄漏后浓度过高。同时派
出所民警和少年家属不停地劝
导，少年情绪略有平复，自己走
回家里，在家继续砸东西。

民警联系来一辆救护车，
告诉少年，大家是给他治病的。

“看起来他内心还是希望治病
的。”一位民警说，最后几个民
警架着少年胳膊把他送上救护
车，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一起送
往迎春路一家精神病医院，安
排了床位。

民警说，前段时间这少年
就在一小学门口发病，砸坏了
四辆车。如果不继续治疗，让他
在社区活动，确实是一个隐患。
他家庭没能力继续治疗，希望
民政部门能给予帮助。燃气公
司确认，中转站只是砸坏了门，
没发生燃气泄漏。

货车装
上箱子当客
车用。 (交
警提供)

本报泰安4月20日讯(见习
记者 张玮) 四五天前，环山
路东段路北上峪村公交站候车
亭的玻璃被人为损坏，玻璃碎
了一地，一直没人出面处理。记
者联系负责单位，工作人员表
示会尽快派人修理。

“这玻璃碎了已经四五天
了，但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还
没换上。”9日早上六点半左右，
市民张先生说。被砸坏玻璃的
公交站，位于环山路东段路北
的上峪村，除了玻璃渣散落在
站台前，灯箱内的几根灯管也
受到了损坏。

据 2 7路公交车司机张先
生介绍，这段路上的公交车站
点经常被破坏。市民韦女士告
诉记者，“我平时上班在这里
等公交，有时候也有小孩子在
这里打闹经过，不赶紧处理万
一划伤小孩子太危险了。”

记者联系到广告牌的负责
公司，海逸风传媒广告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张女士表示，公司

已经了解这一情况，广告牌的
维修由广告公司承担，并会尽
快派人去处理维修。随后记者
又拨打了市环卫处的电话，工
作人员表示，会尽快去清理现
场的玻璃渣。

玻璃碎一地
候车亭惹谁了

玻璃四五天没人清理。
本报见习记者 张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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