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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兴泰置业有限
公司拟申请现房抵押，
将该公司开发的“千汇
花园”商住1号楼(青房
权 证 黄 楼 字 第
201407042号)房屋抵押
给山东青州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该项
目坐落于青州市黄楼街
道君子兰中路2999号，
抵押年限为3年，抵押的
房号及建筑面积如下：

住宅：1-201,301,
401,501,601,抵押面积
为607 . 5m2;2-201,202,
301,302,401,501,502,
6 0 1 , 6 0 2 抵押面积为
944 . 19m2；3-201，202，
301，302，401，402，502，
601，602，抵押面积为
983 . 29m2；共计23套、
面积2534 . 98m2。

商铺：银杏路1586
号，银杏路1590号，银杏
路1596号，银杏路1606
号，银杏路1610号，共计
5 套 、抵 押 面 积 为
443 . 16m2。

储藏室：1号,2号,3
号,5号,7号,8号,9号，共
计 7 套 、抵 押 面 积 为
165 . 94m2。

为防止欲抵押房屋
出售，因办理抵押给业
主造成损失，我局现予
以公告，如对抵押有异
议，请在公告之日起10
日内向我局办事中心登
记审核科提出书面异
议，如经审查异议不成
立或无异议我局将予以
受理。

联 系 电 话 ：
18866187121

联系人：陈进
青州市房地产管理

局
二0一五年三月二

十五日

青州市阿香米线快
餐店税务登记证副本
34012319680713003XG
0丢失，声明作废。

青州市金添宾馆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370721195804251013G
0丢失，声明作废。

抵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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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车太多了，这是很多市民出行的感受。在上下班高峰期，淄博部分路段、路口压车现象常见。目前淄博平均每千人人汽车拥有量为160
辆，达到拥堵中风险等级。然而，淄博交通拥堵并不能全归咎于“车多”，在城市规划、道理改造、发展公共交通等方方面下工夫，未雨绸缪，可以
缓解拥堵的程度、推迟拥堵的进度。本报即日起推出《治堵问路》系列报道，探讨淄博解决拥堵问题的办法和城市提速速的途径。

编者按：

治治堵堵板板子子不不能能都都打打在在车车多多上上
一些老化的道路首先要扩容改造，人车分流

在济南，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
与道路资源有限是拥堵的一个显性
因素。而在淄博，两者并不构成矛盾。
那么，淄博治堵，究竟应追问哪些因
素？王晓原认为，作为一个组群城市，
淄博交通拥堵的原因是多样的，不应
全部归结于“车多”。

首先，现有城市布局催生的“潮
汐现象”难以缓解。车辆在早晚高峰
挤在几条道路上。而部分道路区间内
微循环“堵塞”，也加剧了这一问题。

再者，混行道路多，也会破坏良
好的交通秩序，机动车、自行车、电动
车混行，互相抢道，造成行车速度慢，
加剧拥堵。经过改造，这一问题在新
村西路与华光路得到了缓解。

“断头路”、“错位路”、“瓶颈路”
依然存在，淄博的城市路网结构需要
改善。同时，中心城区停车场建设略
显不足。商超密集，车辆“进退两难”
的现象较为严重；此外，在世纪路、南
京路的部分学校，由于缺乏停车场，
每到上学放学时间就会严重堵车，严
重阻碍周边交通。

淄博市目前的公交规划制定于
2004年，市民出行已摩托车为主。经过
10年，市民出行方式发生巨大转变，
机动车保有量激增。应适时重启新一
轮公交规划，发展智能交通。

部分混行道路

行车速度慢

机动车保有量飙升的5年间，淄
博的城市交通承载能力也在提升。

根据市统计局近5年来的全市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
2014年，淄博市建成区面积为305平方
公里，与2010年相比增加36平方公里。
目前，淄博城市道路长度达1622 . 29公
里，与5年前相比增长112 . 7公里。此
外，5年内淄博市还改造了194 . 38公里
道路。今年，淄博市国有土地建设计
划中，还提出将进一步增加交通建设
用地以缓解城市拥堵。

2009年，济南绕城高速以内的支
路以上等级道路(宽度14米以上)长度
为927公里，同年，济南市机动车保有
量早已突破百万大关。从数据上看，
淄博市机动车数量增长与道路发展
速度相对较匹配。

本报记者 臧振

淄博城市道路

1622 . 29公里

机动车保有量

5年增30多万辆

27日10时30分许，记者打车
从市实验中学前往火车站，在张
店和平路老体育馆以及柳泉路与
兴学街路口等路段，平均需等待2

个红绿灯，压车状况常见。
近几年来，一组数字引起关

注。2010年到2014年，淄博市机动
车保有量从60多万辆增至94 . 8万
辆，增幅约33%，每年递增13%左
右。机动车驾驶员达111 . 3万人，
其中汽车驾驶员为103 . 9万人，同
比增长11 . 4万人左右。

据悉，为方便市民审车，淄博
市车管所将机动车网上预约审验
可预约时间由15日放宽到60日。
根据车管所数据，2014年淄博市
办理新车注册约12 . 7万辆，同比
增长近1%。今年元旦过后，淄博
市车管所迎来2015年首个新车注
册高峰，1月4日当天即受理新车
注册业务500多起。

市车管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新车注册数量虽上升，5年来
淄博市机动车保有量也大量攀
升，但与去年相比，全市机动车保
有量却呈下降趋势。“全市机动车
保有量减少了1 . 3万辆左右。”然
而，数量下降的为摩托车、挂车与
校车，汽车数量与2013年相比，仍
增长了近4 . 6万辆。

“从城市交通承载能力
宏观增长情况来看，淄博道
路资源总量上是足够的。但
从具体道路和不同城区来
看，由于最初规划和设计的
原因，部分道路却不能满足
汽车通行的需求。”山东理
工大学交通与车辆工程学
院 教授王 晓 原 说 ，这 一 问
题，在淄博中心城区特别是
东部城区体现的尤为明显。

由于早期规划等原因，
柳泉路现有车流量已远超
设计承载流量。然而，柳泉
路仅在 2 0 0 2年大规模整修

一次，此后12年从未大规模
动刀。“柳泉路巨大的车流
量却是其大规模整修最大
的制约因素。假想一下，一
旦柳泉路扩建，需分流车流
量将挤爆周边道路。”有关
业 内 人士表示，同 样 的 问
题，在老城区部分道路上也
存在。

“在一定承载能力内，
汽车保有量的较快增长不
是拥堵的唯一原因。”王晓
原认为，同样的汽车数量与
建成区面积，如果在规划、
管理等方面进行改善，可能

就不会造成严重的拥堵，或
者推迟拥堵的进度。

“以中心城区为例，存
在工作区与生活区分离的
问题，导致的结果就是日益
严重的‘潮汐’现象。”淄博
交警部门解释，目前，以柳
泉路、世纪路为界，大多数
市民在中心城区西部生活，
在东部工作，因此，早上上
班时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
车流量大，下午下班时车流
方向相反。这就造成了柳泉
路、世纪路、人民路、华光路
等路段的拥堵。

早晚高峰期，中心城区主干道成重灾区

虽已过去近半年，但淄博
首次限行仍让很多人记忆犹
新。去年11月6日至11日，淄博
首次限行虽是为了应对重污
染天气，但限行6天，市区主干
道拥堵状况却明显好转。据统
计，限行首日，中心城区早高
峰车流量较平常下降了3成多。
对此，有人认为，淄博或可推
行限行，来应对交通拥堵。

那么，在淄博推行限行
是否可行？据了解，交通统计

中，每千人小汽车拥有率是
一项重要指标。其中千人小
汽车拥有率低于100辆为拥堵
低风险，拥有率为100-180辆
为拥堵中风险，180辆以上为
拥堵高风险。基于目前淄博
市72万辆小汽车保有量以及
450万常住人口计算，平均每
千人汽车拥有量为160辆，属
于拥堵中风险偏上水平。同
样对照济南市，2014年，济南
该标准为平均每千人拥有172

辆小汽车，逼近拥堵高风险
标准。目前，济南尚未推行全
面的限行政策。

“目前，淄博市尚未达到
全面推行限行的条件，更不用
说限购、摇号等。”山东理工大
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教授
张子间说。业内人士表示，限
行要在淄博全面铺开，目前还
为时尚早。“缓解中心城区的
交通拥堵，还应从发展公共交
通以及道路改造上下功夫。”

车辆增多，着手治堵已迫在眉睫

本报记者 臧振

张店人民路一路段在上午8时左右出现车辆拥挤。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相关链接

“现在路上车太多了，有的
路段开车不如骑电动车快。”今
年淄博市两会上，市政协委员王
晓原提出城市治堵公交优先的
建议，治堵话题再度升温。城市
日益拥堵的背后，一组机动车保
有量飙升的数字引起广泛关注。
近五年来，淄博机动车保有量以
每年13%的速度递增，目前淄博
汽车已达到72万辆。不少人认
为，交通拥堵都是车多惹的祸。
但是城市拥堵是否只因为车多？

本报3月29日讯(记者 李超)
3月27日、28日两天，省内30余家

媒体和旅行社代表来到青岛西海
岸——— 黄岛区进行踩线考擦，踩线
团先后参观了灵珠山国家森林公
园、银沙滩、大珠山、琅琊台等景
点，美丽的黄岛给踩线团一行留下
深刻印象。

27日，踩线团首先来到了灵珠
山国家森林公园，参观了殿宇恢宏
的菩提寺和贝壳馆。海上西湖———
唐岛湾，海碧天蓝，时尚浪漫；银沙
滩温德姆酒店，拥有自己的专属沙
滩，草坪、松林、沙滩，这些都给踩
线团留下了深刻印象。

28日，杜鹃花会在大珠山景区
开幕，今年的花会以“杜鹃之约
春游黄岛”为主题，游客朋友们在

欣赏杜鹃花的同时，还可参与一系
列旅游体验活动。

据悉，黄岛旅游资源丰富，有
金沙滩、银沙滩、唐岛湾、灵山湾、
龙湾等优质的海滨、沙滩，有大珠
山、小珠山国家森林公园、森林野
生动物园以及正如火如荼开发完
善着的藏马山旅游度假区等山地
度假资源，有灵珠山菩提寺、大珠
山石门寺、千古名胜琅琊台、齐长
城等人文名胜，有竹岔岛、灵山岛、
斋堂岛等海岛资源，还有古月山
庄、香草博览园、佳沃蓝莓示范园、
达尼画家村、明月海藻等灿若群星
的工农业旅游点等。

踩线团对黄岛旅游资源赞赏
有加，旅行社代表表示将推出适宜
旅游线路，实现合作互惠共赢。

看壮阔海岸线、观漫山杜鹃花、登古朴琅琊台

3300余余家家媒媒体体、、旅旅行行社社到到黄黄岛岛踩踩线线

大珠山的杜鹃花正竞相开放，吸引了大批游人观赏。
本报记者 李超 摄

本报3月29日讯(记者 刘光斌
通讯员 陆冰) 29日，由团市委

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共同举
办的淄博市第四届“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大讲堂”结束了三天的活动，
在淄博剧院落下帷幕。包括机关干
部、团员青年、社会组织、媒体在内
的1100余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爱好
者参加了学习。

大讲堂邀请到的刘有生、芦国
生、王淑霞、王秀芳等4位授课老师。
三天里，老师们围绕传统文化与健
康人生、伦理道德与心身健康等主
题，在多年来潜心研究基础上，结
合自己亲身经历和感人事迹，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作深入浅出的讲
解，让广大听众切实感受到传统文
化的魅力所在。

1100多名市民

共学传统文化

姓名 驾驶证号或身份证号

解福强 37030219******6914

王德财 37232519******2811

张言亮 37030319******7216

王维浩 37030219******4218

宋立家 37032119******0717

高健 37030619******0014

张鹏 37032319******0214

崔永光 37030519******4314

刘洪滨 37030519******5339

公绪强 37132819******3015

罗光秀 37030619******4717

李飞 37030319******2114

肖红伟 37030419******1914

段庆舜 37032119******1513

杜凯 37030619******3091

王成彬 37030519******4738

刘大鹏 37030219******2952

李召川 37012619******5217

翟双绪 37030219******543X

牛亮 37030619******1515

陈全峰 37282819******187X

任志远 37030319******6014

王新刚 37233119******0079

王政力 37030219******4218
徐金保 37032319******3036
何东山 37252219******6671
杨庆福 37233119******1317
张玉山 37030519******0714
朱国栋 37030519******5638
王洪亮 37030519******1573
赵志海 37030519******3716
张云鹏 37030519******0415
杜庭玉 37032319******183X
曹克玖 37032119******2718
郭学芹 37282819******3336
马德尚 37233119******4258
周本锋 37091919******531X
商永 37032119******211X

张科堂 37032219******077X
翟丕论 37030419******5117
张庆坤 37030519******1512
刘子靖 37030519******6217
高文松 37092119******4271
沈玉刚 37032319******003X
王远平 37030619******1015
王民 37233019******2472

孙树伟 37030519******5319
宋尚刚 37032319******1832
魏巍 37030519******5618

傅俊海 37030219******0812（身份证）
刘炳亮 37030519******5912
孙宝通 37030219******6339（身份证）
李波 37030619******3513（身份证）
傅胤 37030619******3016

李大军 37233119******0710
司全发 37032219******0216
任荣德 37032119******0317
李希强 37032319******0431
马立国 37030419******1315
寇玉荣 37030219******173X
徐金保 37032319******3036

姓名 驾驶证号或身份证号
赵涛 37030219******3359

韩其永 37030219******6914
郑毅毅 37230119******5712
胡俊吉 37030319******0651
李永宝 37030219******3615
朱德训 37011219******3911
张树同 37030******5591
刘杰 37032119******1238

霍传松 37032219******3115
段振民 37233019******3313
周同山 37030619******4313
张建军 37232119******0253
贾新鹏 13092519******5434
边增峰 37030519******503X
张玉臣 37142319******4511
王尚英 13042919******0316
李云朋 37078119******6514
邢本林 37032119******0932
孙艺栋 37030419******3114
乔研 37030319******3511

董文礼 37030319******4217
于秀林 37148219******2359
伊帅 37032119******0919

徐文章 37032119******0953
王娟 37030219******6920

张广坤 37018119******5634
邱乐霞 37072119******6185
王智 37030219******3913

刘维波 37030419******6819
周超 37030419******3139
张飞 37030219******7511

刘安泽 37030319******2515
郑冰岛 37032119******1215
孙浩 37030619******471X

刘振武 37030619******2011
樊立新 37092019******1511
冯子盈 37132819******3013

千千余余人人徒徒步步1155公公里里倡倡环环保保
四五岁孩子坚持走完全程，途中反鼓励家长

近日，沂源县悦庄镇龙山幼儿
园开展了一次以“爱在龙山”为主题
的亲子游戏活动。大班组的“祝福你
我的亲人”；中班组的“我吹蜡烛、小
脚踩大脚”；小班组的“跳圈圈、抢圈
圈”等游戏，都是活动的亮点。

此次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提高园
所的质量，增进幼儿园和家长的联
系和沟通，让家长能不断的获取新
的教育理念和信息，改善家庭教育
方式。

悦庄镇龙山幼儿园：

举行“爱在龙山”
亲子活动

近日，沂源县南麻街道沟泉小
学多措并举、扎实开展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系列教育活动。一是利用
多种形式宣传、学习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二是以课堂为阵地，培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是开展丰富
多彩的实践活动，将核心价值观融
入到日常生活中。 (秦玲玉)

沟泉小学：

多措并举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月2日是世界自闭症日，淄博志愿者21条公交线路上宣传自闭症知识

330000辆辆公公交交关关爱爱““星星星星的的孩孩子子””
本报3月29日讯(记者 刘晓

通讯员 曲应伟) 4月2日是
第八个世界自闭症日，“关爱自
闭症 公交蓝丝带行动”于29日
在淄博部分公交车上展开。21条
线路、约300辆公交车系挂蓝色
丝带，同时志愿者向乘客讲解自
闭症康复知识，发放关爱自闭症
儿童的宣传资料。

据介绍，儿童自闭症已占我
国精神残障的首位，目前我国自

闭症患者人数已超164万人，其
中儿童患者1 . 1万人，约占了儿
童总数的千分之六。由于太多人
对自闭症不了解，那些并非出自
恶意或故意的自然歧视行为对
自闭症儿童及其背后家庭造成
精神创伤。

来自淄博百灵儿童康复托
养中心的琳琳老师说：“每一个
拥有自闭症孩子的家庭，都有一
个充满无奈和痛苦的故事。每一

个特殊的孩子背后，是比普通家
长付出的更多、心力交瘁且无怨
无悔的父母、亲友，甚至一个家
族。我们呼吁社会更多的关注这
些孩子和这些家庭，不要歧视他
们，给他们理解、尊重、和爱。”

“此次活动的目的，就是想
通过自闭症日的宣传让更多的
市民了解自闭症，从而更多地理
解、关爱自闭症儿童及家庭，多
给他们一些融入社会的机会。”

淄博星空公益负责人田娜娜介
绍。

此次活动引起了广大市民
的积极响应，有的乘客主动帮助
志愿者系挂蓝丝带。市民王女士
说：“以前觉得自闭症就是孩子
不爱说话，不是什么大毛病，现
在才知道这个群体这么特殊，他
们的孤独我们无法体会，今后会
更加关注这些孩子，也希望到相
关机构去帮助这些孩子。”

本报3月29日讯(记者 谭文佳
通讯员 高爱学) 28日，文昌湖

边聚集了千余名幼儿、家长和老
师，他们要完成15公里环湖徒步，
目的是提醒市民注意节约用水，保
护水资源。

15公里对成人来说是个不小
的挑战，更何况对四五岁的孩子。
在徒步过程中记者发现不少孩子
在家长的鼓励下劲头十足，甚至在
走累的时候反过来鼓励自己的父
母要坚持走下去。

整个徒步活动从早上8点持续
到下午2点，17支队伍，1000余人沿
着文昌湖畔前行。用时最短的一组
家庭用了4个小时走完全程。

淄博八音河幼儿园董事长孙
娟表示，这次徒步活动的举办目的
是提倡人们保护水资源，保护我们
共同生存的家园。另外，徒步可促
进幼儿心理健康发展和智力发展、
达到陶冶性情、锻炼意志的目的。

淄淄博博公公布布9988名名终终身身禁禁驾驾人人员员
其中23人为饮酒后或醉酒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本报3月29日讯(记者 孙慧
瑶 罗苓秋 卢明) 近日，淄博
市公布一批终身禁驾名单，涉及
98人。其中23人为饮酒后或醉酒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百
零一条规定，公安机关对造成交

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的;饮酒
或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
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两种情形
作出终身禁驾的处罚。

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表
示，公布名单为震慑交通违法行
为，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大对交通
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交通肇事逃逸并构罪 饮酒后或醉酒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罪

途中家长与孩子互相鼓励。 本报通讯员 刘念 摄 本报讯 3月26，送教进校的法
制教师为沂源县土门中学带来了一
场生动的法制报告。

老师们通过典型案例向家长们
展示了不良家庭教育会造成学生不
良习惯的养成，最终给家庭带来极
大伤害。会后，家长们都一致表示：
一定克服农村的旧习俗观念，多抽
时间学习充实自己，争做孩子的好
榜样，给孩子创造最佳学习环境。

(孙启霞)

创设机会

同为“明天”

本报讯 近日，璞邱小学、菜园
小学、芦芽小学、芝芳小学开展学校
经验交流活动。首先学校实地查看，
学校进行特色介绍，师生表演；接着
进行了优秀班主任经验交流活动；
再次组织了校长论坛。通过交流学
习活动，有效的促进了各校间的精
细化管理与发展。

(陈新宝)

南鲁山镇学校

开展经验交流

本报3月29日讯(记者 刘晓
通讯员 邹倩) 近日，桓台县果里
食药所针对辖区学校(幼儿园)食堂
及周边各类业户进行检查，巩固校
园内部及周边检查成果，保障学校
(幼儿园)食品安全。

据了解，此次检查主要针对学
校(幼儿园)食堂和流通、餐饮业户。
针对辖区10家学校(幼儿园)食堂，检
查加工流程、卫生设施及状况是否
符合规定，核实许可证、健康证是否
到期，严格审查进销货台账、消毒记
录、留样记录等是否填写完整规范，
单据是否齐全，尤其是冷鲜肉、糕点
等，把好原料关、源头关。对检查流
通、餐饮业户学校周边的40余家业
户进行梳理排查，完善动态监管台
账。严查经营状况，催办证照体检、
树立食品安全观念、提高责任意识，
强调校园周边业户主体责任。

检查10家学校食堂

保障校园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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