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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厕所藏旮旯

残障卫生间被占
19日上午记者走访泰城多家景区，

不少新景区因为开业时间较晚，厕所环
境和设施都还算先进和完备。但在有的
景区内，部门旅游厕所位置偏僻、卫生条
件较差，很多缺少残疾人通道，残疾人专
用卫生间也堆满了杂物。

在天颐湖风景区内，目前共建有4处
厕所。进入景区后左手边就有一处，引导
标志明显，不过门口并没有残疾人专用
通道。厕所内并没有异味，地面比较干
净，但未为游客准备手纸。由于近期水位
下降，管道被沉积泥沙堵塞，厕所内已经
连续多日没法供水，工作人打扫厕所时
只能用舀子舀水冲刷。

虎山公园内的厕所位置比较偏僻，
需要绕过虎山跑马游乐园后，再向上走
一段土路才能到达。厕所门口有两根红
色木头柱子，多数红漆已经脱落，墙壁也
已经起皮，残疾人通道也变得坑坑洼洼。
女厕内共7个位置，其中1个为残疾人专
用，但是堆满了杂物。厕所内可以正常冲
水，不过洗手池已经不出水。

而在方特欢乐世界等开业年数不长
的景区，厕所装修、设施配置等则比较完
备。桃花峪游人服务中心建成使用时间
不长，厕所面积较大，卫生清洁也较好，
厕所内还放置了熏香。

下水道常堵塞

清理出秋衣秋裤
在天颐湖风景区内，负责清理厕所

的工作人员介绍，她们每天不定期打扫
厕所，在旅游旺季打扫会更频繁。工作人
员表示，很少见到游客破坏厕所内设施，
但是有些游客素质也让她们头疼。“最常
见的不文明行为就是游客不冲厕所，只
能自己勤打扫着。希望以后游客能多体
谅我们的难处。”

而在泰山景区，尤其是在供水不足
的岱顶区域，不少游客遇到过厕所没水、
管道堵塞、排长队等情况。景区卫生局除
了要应对这些问题，不少游客不文明现
象也让他们发愁，“我们遇到过很多不文
明现象，比如下水道经常堵塞，结果清理
的时候从下水道里捞出来易拉罐、秋衣
秋裤、毛衣。另外也有破坏设施、乱写乱
画的情况。”

针对供水难问题，目前泰山景区已
开始筹划建设新的供排水系统，保证“有
水供得上，有污排得出”。通过这个系统，
能保证景区公厕用水，提升基础建设。而
在建设过程中，景区还面临难题，由于是
北方景区，管道保温也需要找到新方法。

本报泰安3月19日讯(记者 赵
兴超 通讯员 刘伟) 近日，有市
民发现广播中出现一个循环播放低
俗虚假广告的频道，每天晚上开播
早上停播。17日，市无线电办公室成
功在环山路一出租屋查获播放广告
的非法电台，截获这处非法信号源。

近日，家住唐庄小区的赵先生，
听广播时发现，有一个不知什么时
候出现的频道，打着北京某广播台
旗号，每天播放一些低俗的药品广
告。赵先生说，晚上六七点遛弯时，
就能听到这个频道，早起五六点钟
散步的时候，也能听到这个频道，但
是白天时间就没有了。

泰安市无线电办公室、市文广
新局等相关部门也早已盯上了这个
非法信号源。17日早上，经过三天三
夜蹲守，工作人员在环山路三合社
区半山坡上，找到了出租屋内刚刚
关机的非法电台。

泰安市无线电办公室工作人员
介绍，不法分子利用定时设备，设定
电台晚上7点开机早上7点关机，让
人难以察觉电台电线。目前，公安机
关正在追查设置电台的相关人员。

本报泰安3月19日讯(记者 赵
兴超 ) 老家吉林的六十岁老人张
女士，去年11月份从岱岳区黄前镇
木口峪走丢，家人寻找四个月。老人
头部曾受过伤，家人希望见到的好
心人能帮忙报警。

19日，市民路女士陪着从吉林
来的朋友张先生，在泰城四处寻找
已经走失四个月的张女士。路女士
说，走失的张女士今年60岁，走失那
天刚过八月十五，当天下午张女士
在住处附近的小山上玩，张女士边
吃山上的柿子山楂边走，很快脱离
了其他人的视线。

之前张女士曾在山上走失，但
很快寻回。而这次走失后，路女士等
人已经寻找了四个月时间。

走失的张女士左侧头顶有明显
疤痕，走失时身穿紫红色棉袄、灰色
裤子和灰色乔丹鞋，说东北话，头发
自来卷。希望见到的好心人能帮忙
报 警 或 者 联 系 路 女 士 ，电 话
18511109419。

本报泰安3月19日讯(记者
侯峰 通讯员 马翔) 近

日，泰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
乘客坐公交车时被人打伤后，
以运输合同纠纷诉某公交公
司要求赔偿一案，判令被告赔
偿原告治疗费、护理费、伤残
赔 偿 金 等 各 项 损 失 共 计
14796 . 9元。

2011年8月3日，原告王某
乘坐公交车时与一青年男子
因座位挤占问题发生口角，后
该青年将王某打伤并下车逃
走。王某下车后报警，但是案

件一直没有侦破。王某随后入
院治疗，经鉴定，其伤情被评
定为眼部损伤十级伤残和右
眼眶内下壁骨折十级伤残。

王某认为，其购票后乘坐
被告的公交车，但被告并未安
全将其送到目的地，并任由打
人男子下车逃跑，违反了合同
义务。公交公司认为，原告所
受伤害系第三人原因造成，且
司机当时对打人男子进行了
劝阻，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由
于双方长期协商不成，2014年，
王某将公交公司告上了法庭。

泰山区法院经审理认为，
原被告双方系客运合同关系，
公交公司负有将原告安全送
到目的地的义务。王某在车上
受到第三人殴打时，司机虽然
进行了劝说和拉架，但在原告
被打伤行动不便的情况下，并
未报警，反而任由打人男子下
车逃跑，给公安机关的侦查带
来困难，致使原告无法向打人
者主张赔偿。司机的不妥当处
置行为系在履行职务的过程
中实施的，由此产生的法律责
任应由被告承担。

鉴于王某的损害后果系
因打人者的侵权行为直接导
致，而且王某作为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人，未能正确处理纠
纷，致使事态扩大，对损害后
果亦负有一定责任，公交公司
对王某的损害后果承担30%的
赔偿责任为宜。法院作出判
决，判令某公交公司赔偿王某
治疗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
等各项损失共计14796 . 9元。判
决作出后，原被告均未上诉，
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本报6982110热线消息(记
者 赵兴超) 18日，有市民集
中反映接到所谓0538开头的农
业银行来电，让升级银行卡，还

“热心”帮忙转接报警电话。19

日，农行泰安分行工作人员表
示，这是骗子伪装本地电话号
码，目的就是骗取市民钱财。

18日，王庄社区的王先生
向本报反映，接到一个莫名其
妙的银行电话。王先生说，来
电 号 码 是 本 地 号 ，显 示 为

05385817170。来电话的是一名
自称财源街农业银行客服人
员的女子，报上工号为0077号。
该客服人员告诉王先生，他有
一笔在某珠宝店消费的信用
卡账单，金额为53800元，如果
他不能在账单日前及时还款，
会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对方告诉王先生，如果不
是他本人刷卡，可能他的银行
卡遭到盗刷，可以帮他转接到
公安局，并给了王先生一个

05385471529的金融诈骗报警
电话。

电话转接后，接电话的是
一名自称警官工号003710的男
子，该男子详细询问王先生银
行卡的信息和近几个月使用
情况，断定王先生的银行卡泄
露了信息，需要马上升级。在
男子指导下，王先生到自助银
行客户终端。对方在电话中让
他插卡后操作，安装“远红外
线报警系统”，但王先生发现

其实是在转账。在银行工作人
员提醒下，王先生才挂断了电
话。

19日，记者从农业银行泰
安分行了解到，近期集中出现
了一批伪装成本地号码的电
话，以提醒客户银行卡安全为
由，忽悠持卡人转账或套取个
人信息。工作人员提醒市民接
到这类电话不要轻信，到银行
网点一问便知真假。

违法电台一入夜
自动播低俗广告

两男子公交车上因座位起口角，其中一人被打成十级伤残

打打人人者者跑跑路路 公公交交公公司司担担责责赔赔偿偿

老太从黄前上山
走失四个月

本报泰安3月19日讯(记者 曹
剑 通讯员 张力斌 王昭东 )

一辆本田轿车，驾驶员看见交警后
开始减速。民警检查发现，这辆本田
轿车是套牌车，而车上年检标志、保
险标志等，竟然全是假的。

19日上午10点半左右，交警城
东大队民警在岱宗大街国山家园附
近执勤，远远看见一辆黑色轿车由
远而近，临近交警跟前时，这辆车在
路上减速。本田轿车突然准备调头，
被执勤交警拦下。

带队民警称，先检查该车的年
检标志和保险标志，发现年检标志
上的车号和该车所挂车号不符，明
显伪造，而保险标志已经超期三个
多月，环保标志也把车牌号一栏刮
掉，看不清车号。

随后民警将这辆车带回大队部
仔细检查，该车竟然是一辆套牌车，
车牌号属于一辆皮卡车。目前交警
部门已经将该车暂扣。

查住一辆套牌车
年检保险全作假

来来电电催催及及时时还还款款还还转转接接报报警警
“民警”称银行卡信息泄露需升级，其实是在骗转账

新建85处改扩建33处

厕所不达标无法评A
春节过后，国家旅游局宣布将在全国

范围内掀起“旅游厕所革命”，总目标是
“数量充足、干净无味、实用免费、管理有
效”，今后在景区评A、饭店评星等工作
中，实行旅游厕所建设“一票否决”制。3月
10日，山东召开全省旅游工作会议，计划

今年要新建964个、改建808个旅游厕所。
泰山景区目前共有67处旅游厕所，位

置设置相对合理，虽然能够满足平日里游
客需求，不过一到旅游旺季，客流量骤增，
如厕排队就成了老大难。根据省旅游局要
求，泰安确定今年新建85处、改扩建33处
旅游厕所的目标，目前各景区已开始上报
具体数目。而多家景区表示，厕所修建、改
善面临问题，比如供水紧张，后期管理维
护跟不上等。

厕所门口的红色柱子已经起皮脱落。

一景区厕所未设置残疾人专用通道。

全全市市今今年年将将新新建建8855处处旅旅游游厕厕所所

游游游游客客客客盼盼盼盼厕厕厕厕所所所所升升升升级级级级
景景景景区区区区期期期期待待待待文文文文明明明明如如如如厕厕厕厕
文/片 本报记者 薛瑞

国家旅游局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旅游厕所革命”。根据要求，泰安今年
计划共新建85处、改建33处旅游厕所。今后
在景区评A、饭店评星工作中，将实行旅游
厕所“一票否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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