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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景区升4A，全市4A级景区已达10家

五五大大新新旅旅游游项项目目全全省省找找““东东家家””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现

招聘彩超人员2名，有工作经

验及上岗证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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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18854896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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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11月13日讯(记者
薛瑞 ) 近日，全省重点旅游

项目建设现场会暨招商洽谈会
在济南举行，泰安碧霞湖旅游文
化综合体、东平湖水浒文化、莲
花山旅游度假区、泰山温泉城二
期、上泉古泉文化旅游度假区等
五大项目对外招商。

近日，2014年山东省重点旅
游项目建设现场会暨招商洽谈
会在济南举行，全省从1046个旅
游招商项目中，精心挑选出90个
重点旅游项目面向海内外知名
投资商进行集中推介。泰安市市
委常委、副市长刘卫东带队参加
洽谈会，并以PPT形式为泰安旅
游招商推介。

泰安共推出五项旅游项目，
对外以合作、合资或独资的方式
进行招商。其中碧霞湖旅游文化

综合体项目计划总投资6 . 5亿美
元，东平湖水浒文化开发建设项
目计划总投资1 . 65亿美元，成为
省旅游局重点推荐项目。泰山温
泉城二期项目、上泉古泉文化旅
游度假区项目、莲花山旅游度假
区项目分别计划投资4 . 1 3亿、
3 . 25亿、18亿美元，为泰安市重点
招商项目。五大重点旅游项目的
建设，目前已经取得不同程度进
展。

泰安市具有宜居宜业的良
好环境，旅游基础设施、旅游服
务水平、旅游环境秩序均在提
升，今年上半年游客满意度指数
在全省排第4位。对于这五项重
点招商项目，市委市政府给予招
商优惠政策，把优化改善投资环
境作为实现招商引资战略目标
的重要一环，精减审批事项，简

化审批程序，提高工作效率。
据了解，此次全省重点旅

游项目建设现场会除了考察旅
游重点项目外，更侧重项目招
商洽谈。推出的9 0个重大旅游
项目涵盖生态、民俗、地质、滨
海、文化体验、研学修学、医疗
保健、养生养老、温泉滑雪、餐
饮服务、休闲娱乐、邮轮游艇等
新兴业态，其中十大文化旅游
目的地品牌项目3 8个，总投资
超过3106亿元。

此外，泰安还有3家已营业
景区迎来捷报，泰山宝泰隆旅游
度假区、岱岳区太阳部落旅游
区、岳海新天街文化旅游区相继
接受省旅游局检查验收，并已通
过国家4A级景区评定，正式荣
膺4A级景区。至此全市4A级景
区数量达到10家。

本报泰安11月13日讯 (记
者 王世腾 通讯员 白绪
涛) 即日起至明年4月20日，东
平湖、天平湖、天颐湖水域水上
旅游运输船舶全部停航，各地
方海事机构将严厉打击旅游船
舶私自出航的违法行为。

泰安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
员介绍，根据泰安市冬季天气、
湖区水位下降状况和县市区地
方海事处停航申请，泰安市地
方海事局为确保冬季水上交通
安全，防范旅游船舶冒险出航，

经研究决定自2014年11月10日
起至 2 0 1 5年 4月 2 0日止，东平
湖、天平湖、天颐湖水域水上旅
游运输船舶全部停航。

停航期间，各地方海事处
要建立查处制度，依照法律法
规，切实加大监管和巡查力度，
严厉打击旅游船舶私自出航的
违法行为，最大限度保护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杜绝水上
交通事故发生，维护全市水上
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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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旅游船舶 开始冬季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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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半年年内内他他被被送送医医十十几几次次
医护人员：基本都是因醉酒躺路边被救回

本报泰安11月13日讯 (记
者 路伟) 13日早上，一名男
子躺在路边，随后被救护车送
往医院。据医护人员介绍，这名
男子已经被送医院十几次。12

日傍晚，这名男子因醉酒躺路
边被送往医院。

13日早上7点左右，在岱岳
区上旺村附近，一名40岁左右
的男子躺地上，民警发现后拨
打了120。随后，泰山医学院附
属医院急诊科医护人员赶往现
场，将他拉到医院。“最近半年
来，他已经来十几次了，问他问
题也答非所问。”一名医护人员
说，男子重复一句话，说家里已
经没人了，听口音像是本地人，
男子几乎每次来医院都是醉醺
醺的，但是早上这次没喝醉。

就在前一天，这名男子曾
因醉酒来过一次医院。“12日傍
晚6点左右，我们在荣疗东路一
家酒店门口，把他接回来的。”
医护人员说，当时男子躺在路
边，身上酒味很浓，民警发现他
后拨打了120，救护车到现场把
他拉到急诊科，送到医院后，医
护人员给他输液。由于男子身
上没有钱物，医院只能免费为
他治疗。

“我们也曾劝他让他去救
助站，但他挺固执，不听劝。前
几次来医院输完液就走了，气
温较高也冻不着他，冬天万一
他躺在路边别人看不到麻烦就
大了。”医护人员说，以前有喝
醉酒后倒在路边死亡后被人发
现的例子，特别是冬天，被酒精

麻醉后更容易出现意外。“我们
都希望他能去救助站或者家人
能把他带回家。”

上午9点左右，这名男子离
开医院。“刚看着他往西走了，
不知道又去哪。”由于来得次数
多，并且衣衫褴褛，医院门口一
些商贩对他也有印象。

随后，记者沿着医院周围
市民指的方向向西寻找，但是
并未找到这名男子。上午10点
左右，在荣疗附近，记者问起几
名小贩，他们都说曾经见过有
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应该是个
流浪汉，我以前都没见过他，经
常看见他到周围的饭店里要酒
喝，一喝就醉，醉了躺在路边。”
一名小贩说，夏天还好说，这几
天天这么冷，别再出事。

姚庄小学
再获5000元图书

本报泰安11月13日讯 (记
者 胡阳) 13日，泰山爱心人
慈善协会联合宇同爱心助学
队，为祝阳镇姚庄小学190名学
生送去价值5000元的课外书。
此前，姚庄小学的师生得知张
广安会长患病的消息，曾为张
会长捐款2200元。

13日上午10点，泰山爱心
人慈善协会志愿者驱车来到祝
阳镇姚庄小学，远远就能听到
孩子们朗朗读书的声音，志愿
者们把车上的图书搬进原本空
荡荡的图书室。

泰山爱心人慈善协会副会
长高红梅是这里的常客了，去
年协会为姚庄小学捐过100套
爱心课桌椅，今年9月他们又为
这里带来150套课桌椅。“姚庄
小学在各个爱心人和企业的帮
助下，9月1日搬入了新的校舍，
孩子们的学习环境也有所改

善，但是除了上课的书本，孩子
们还是缺乏一些课外读物。”高
红梅说，这次为孩子带来价值
5000元的课外书。

10点30分，孩子们陆续下
课来到图书室，看到这些图书，
他们赶紧坐下翻开一本细细阅
读。四年级一班刘成宇平时喜
欢童话故事书，拿起一本“床边
的小豆豆”开心地读起来。“这
次泰山爱心人和宇同爱心助学
队送来了图书，既给孩子们补
充了精神食粮，也帮我们完成
了心愿。”姚庄小学校长王玉海
说。

在回来的路上记者得知，
今年10月份，孩子们得知情义
哥生病的事情后，主动要求捐
款，在捐款名单上，1元、2元、5

元这些看起来渺小的数额，汇
成满满的爱心。最终，师生共捐
款2200余元。

孩子们下课后，到阅览室看书。 本报记者 胡阳 摄

遇见流浪汉
请拨8065159

随着气温下降，街上流浪人员
如何过冬成为一个问题。泰安市救
助站工作人员说，如果市民在街上
发现有流浪人员，在征求本人同意
的前提下，可以拨打24小时流浪人
员救助热线8065159。

“如果流浪人员不同意来救助
站，我们接到电话后，为保证他们安
全过冬，可以送一些棉衣和食物。”
工作人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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