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州亿海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拟将该公司开
发的云门·世泰园小区项目
(预售证号：青房注字第
2015001号)的部分房屋办
理在建工程抵押，抵押银
行：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潍坊青州支行，抵押期
限1年。该项目座落于云门
山花园东苑南侧，原工程机
路西侧，抵押楼幢单元及楼
层如下：

云门世泰园小区六号
楼一单元：3-02室(共计住
宅1套，234.1平方米)

为防止欲抵押房屋已
出售，因办理抵押给业主造
成损失，我局现予以公告，
如对此抵押有异议，请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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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抵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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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
抵押公告
青州市国泰置业有限

公司拟将该公司开发的
“国泰家园”项目的部分房
屋办理在建工程抵押，抵
押银行山东青州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抵押
期限1年。该项目座落于青
州市昭德北路3360号，抵
押楼幢单元及楼层具体明
细如下：

国泰家园：
14号楼(1-101 ~4-

502)，14号楼附属房(1-40)
号储藏室；20号楼(1-101~3
-502)，20号楼附属房(1-
33)号储藏室；

以上房屋全部抵押。
其中主房共计：70套，储藏
室共计：73套，抵押面积
8717.72平方米。

为防止欲抵押房屋已
出售，因办理抵押给业主
造成损失，我局现予以公
告，如对此抵押有异议，请
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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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抵押公告
青州市锦绣江南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将该公
司开发的锦绣江南小区(房
产证号：青房权证云门山字
第201405483号、201405470
号房屋办理现房抵押，抵押
银行：山东青州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抵押期限
6年。该项目座落于青州市
将军山路1666号(锦绣江南
生态园内)，抵押楼号如下：

锦绣江南小区40号楼
(40-1、40-2、40-3、40-4、40-
5、40-6、40-7、40-8、40-9)、
锦绣江南小区41号楼(41-
1、41-2、41-3、41-4、41-5、
41-6、41-7、41-8、41-9)。面
积4813.3平方米。

为防止欲抵押房屋已
出售，因办理抵押给业主
造成损失，我局现予以公
告，如对此抵押有异议，请
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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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本报4月23日讯 (记者 刘
晓 通讯员 商佃明 ) 受0号
国IV车用柴油价格下降影响，
近日，市物价局和交通局联合发
文，规定自27日起，543条线路客
运班车上限票价下调。

目前，0号国IV车用柴油价
格为5 . 27元/升，按照油运价格
联动办法，道路班车客运上限票
价构成中的燃油附加费由现行
的 0 . 0 2 0元 /人·千米下调为

0 . 005元/人·千米。根据相关规
定，以我省0号柴油最高零售价
格4 . 94元为基准，油价提高或
降低累计达到0 . 5元/升时，道
路班车客运票价构成中的燃油
附加费标准相应上调或下调一
次，燃油附加费标准相应调整
0 . 005元/人·千米。市物价局及
时核定了部分联动启动点相应
的上限票价，制定本次燃油附加
费下降幅度。

《通知》要求根据0号柴油价
格变化，及时调整实际执行票
价。当油价达到联动点时，实际
执行票价高于联动点对应的上
限票价的，必须调到不高于上限
票价；实际执行票价低于上限票
价的，道路经营运输单位可在不
高于上限票价的范围内，自主决
定是否调整实际执行价格。需要
调整实际执行票价的，须在5日
内向市物价局、交通局备案。

此外，交通运输单位如有新
增路线、调整路线、更换车型等需
要制定或调整上限票价的，必须
报市物价局、市交通局核定上限
票价，道路运输经营单位在不过
高于上限票价范围内制定世纪之
星价格，并按规定备案公示。

记者了解到，此次调价自27
日起执行，线路均为淄博到其他
地市方向的客运班车，区县间大
巴暂不做调整。

淄博市物价局提醒，道路运输经
营单位要严格执行明码标价、备案公
示管理规定，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各级
价格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将加强对道
路班车客运票价执行情况的监督检
查，对超标准收费、违反明码标价规
定、借机乱收费等各种价格违法行为
要依法严肃查处，确保道路客运价格
政策得到严格执行。

如发现有客运班车借调价乱收
费，市民可拨打物价部门举报电话
12358或淄博市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
映。淄博市物价局、交通局欢迎市民举
报。 本报记者 刘晓

554433条条线线路路客客运运车车下下调调上上限限票票价价
27日起执行，均为淄博至其他地市客车，区县间大巴票价不调整

严查客车
借机乱收费
举报电话：12358、12328

“受多方因素影响，目前绝大多数在售车票价格基本低位持续运行。像淄博到重庆开县的汽车票价
上限位623元，而我们实际执行票价只有449元。因此，目前还不存在下调执行票价的条件。”淄博市客运
总站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上限票价调整设计多个车站的多条线路，虽然范围很大，但由于公路客运竞
争激烈，加上高铁动车的发展和民航票价等的降低，各长途汽车站的票价基本在下限附近徘徊。

调价后，客运部门要在售票大厅显著位置和营运车辆上明确标示发车班次、客车级型、行驶里程、执
行票价等内容，市民可以随时关注票价变化，尽量减少出行花费。 本报记者 刘晓

长途票价多在

下限附近徘徊

相关链接

相关新闻

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刘晓
通讯员 商佃明) 23日，市物

价局发出通知，要求自4月20日
起，工商业用电(不含中小化肥，
下同)价格每千瓦时平均降低
0 . 0307元，农业生产用电每千瓦
时平均降低0 .0487元。

同时下调的还有燃煤发电
企业。《通知》要求，上网电价每
千瓦时降低0 . 0202元。燃煤机
组标杆上网电价(含脱硫、脱硝、
除尘电价)调整为0 . 4194元。发
电机组进入商业运营前调试运
行期上网电价和企业自备机组

自 用 有 余 上 网 电 价 调 整 为
0 . 3355元。

根据市统计局统计数据，去
年淄博工业用电量273 . 62亿千
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84 . 71%。按此计算，调整后，淄博
工商业企业、业主等每年能少缴
电费约8 .4亿元。

此外，淄博还开展超低排放
环保电价补贴试点。对今年3月
31日前投运并经省环保厅确认
的超低排放燃煤发电机组，执行
超低排放电价，超低排放电价标
准为每千瓦时0 .01元。

2200日日起起，，工工商商业业和和农农业业用用电电便便宜宜了了
淄博工商企业每年可少缴8 . 4亿元电费，对农业生产也是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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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15市工商用电

实现同网同价

记者了解到，省物价局日前将烟
台价区(烟台、潍坊、威海、日照、临沂)

与济南价区(济南、淄博、枣庄、东营、
济宁、泰安、莱芜、德州、聊城、滨州)合
并为一个价区；工商业用电价格按照

“高的多降，低的少降”原则，缩小地区
价差。全省除青岛、菏泽外实现工商业
用电“同网同价”。

据悉，相关部门鼓励有条件的电
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自愿协
商确定电价。非省统调公用资源综合
利用发电机组上网电价、居民生活和
农业生产用电价格均不作调整。

一直以来，工商业用电的价格都
高于生活用电，此次工商业电价下调
是近年来全国范围的首次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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