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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一一期期间间预预计计发发送送旅旅客客11万万人人
客流高峰出现在5月3日，市民应及时订票

本报4月29日讯（记者 李
云云 通讯员 王秀成） 记
者在商河县长途汽车站了解
到，今年“五一”假期，商河县长
途汽车站预计发送旅客1万人
次。根据往年的经验，旅客返程
客流高峰将出现在5月3日，预
计当日发送旅客5000人次，客
流主要集中在北京、济南等线
路，主要以学生流、探亲流、旅

游流为主。
为应对客流高峰，保障旅

客顺利出行，五一期间商河县
长途汽车站计划投入客运车辆
52部，日均提供4500余个座位，
开行122个班次，计划增开加班
车辆20余部。针对“五一”假期
旅客出行特点及客流集中的地
区，通过对客流集中的线路采
取班次加密并备足加班车辆，

冷线补充热线，以及延长售票
时间和增开售票窗口等措施来
保证旅客顺利出行。

为了应对旅客集中外出，
商河县长途汽车站采取了热线
电话专人值守，市民可以通过
订票热线提前购票，订票热线
为0531-84880035。在此提醒
广大旅客，尽量提早安排回程，
错峰出行，避开高峰，以免耽误

行程。一般回程高峰时段会出
现在5月3日上午的九点至十一
点、下午的两点至四点。

除此之外，商河县长途汽
车站的工作人员提醒大家：一
定要到车站内乘坐具有合法运
营资质的车辆，切勿贪图便宜，
选择站外无任何保障的“黑
车”，上车后要提高警惕，看管
好随身的财物。

好消息

天然气降价了

本报4月29日讯（记者 邢
敏） 近日，记者从商河物价
局了解到，商河物价局于4月初
开始对商河县的非居民用管
道天然气价格进行测算调整，
经县政府批准，工业燃气销售
价格由3 . 44元/立方米调整为
3 . 33元/立方米，自2015年4月1

日起执行；车用天然气销售价
格执行由5 . 04元/立方米调整
为4 . 91元/立方米，自2015年4月
3日起执行。

记者了解到，调整后价格
为最高销售价格，物价局要求
各经营单位认真做好调价宣
传解释、准确抄表等工作，并
且要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明
码标价，严格执行价格政策，
严禁价外加价，自觉接受社会
监督，妥善处理实施中的有关
问题。

燃煤机组

上网电价调整

本报4月29日讯（记者
邢敏） 近日，记者从商河县
电业局了解到，根据有关规定,

将降低燃煤发电企业上网电
价、开展超低排放环保电价补
贴试点及调整降低销售电价。

据悉，电价调整自2015年4

月20日起执行，省内统调、地方
公用机组上网电价每千瓦时
降低0 . 0202元。全省工商业用
电（不含中小化肥，下同）每千
瓦时平均降低0 . 0307元。农业
生产用电全省同价，每千瓦时
平均降低0 . 0487元。

取消部分行业电价优惠。
逐步取消化肥电价优惠，中小
化肥用电价格每千瓦时提高
0 . 1元，2016年4月20日起取消全
部电价优惠。

26辆校车发放标牌许可证
本报4月29日讯（通讯员

刘志海 记者 刘慧）
近日，商河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车管所利用周末时间，组
织商河县26辆接送孩子专用
车集中发放校车标牌许可
证，这标志着商河县结束了
没有正规校车运营的历史。

校车标牌许可证正面写
有校车车牌号，背面写车辆
所有人、驾驶人、行驶线路、
停靠站点、开行时间和有效
时间等，总共7项内容，可全
面约束校车的任性行为，有
效保障学生上下学出行安
全。

据了解，此次发放校车
标牌许可证的26辆校车系商
河县首批准入校车，是经县
教育局审批通过，县交通局
和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对报备
车辆技术状况以及运营线路
实地勘察，经核查后准予上
路的专用校车。

希望自己的宝宝成为“商河小明星”，请将照片连同宝宝信息、父母寄语发
送到邮箱qlwbjrsh@163 .com，邮件请注明“商河小明星”字样。

商商河河小小明明星星
宝宝姓名：李陈熙
性别：女
出生日期：2012年11月15日
父母寄语：希望宝宝健康快乐地成长！

五一天儿不错

要玩赶紧约了
夏季今年有望

提前到来

本报4月29日讯（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尚建设） 周二的降水

使得最近持续增高的气温有了丝丝
凉意，不过降水过后，气温变化不明
显 ,最高气温即将突破30度大关已
经成为未来几天的常态。记者在商
河县气象局了解到，“五一”假期，天
气状况良好，想要出行的小伙伴们，
赶紧约起来吧。

近日，气温持续增高，不少市民
早已夏装加身。商中路的商店门口
摆满了卖雪糕的摊位，店主张先生
说：“这几天生意不错，有时一天能
卖到上百支雪糕，吃雪糕的日子要
来了。”

繁忙的工作之后，终于迎来了
“五一”小假期，趁着天还没有完全
热起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成
了不少市民的首选。青岛、烟台等省
内旅游热线依然火爆，市民王女士
说：“我已经订好了1日去青岛的长
途车票，订票时发现很多车票都已
经提前售出。”

不少拖家带口的市民觉得三天
假期太短，外出旅行的话时间都耗
在车上，打算在商河境内玩一玩。大
沙河风景区垂钓、烧烤，郑路摘西
瓜，温泉基地泡个温泉，都是不错的
选择。据了解，“五一”期间天气以晴
为主，想要游玩的市民可以尽情享
受假期生活了。

从上周开始，气温持续升高，不
少市民反映，“这是直接从冬天过渡
到夏天的节奏。”气象专家认为，如
果气温像近几日一样持续升高，今
年的夏季有望提前来到。

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情况如
下：

29日夜间到30日天气晴，南风2

～3级逐渐增强到3～4级阵风6级，
最低气温12℃，最高气温28℃左右。

5月1日白天多云 ,夜间阴有小
雨，南风转北风都是3～4级，气温变
化不大。

5月2～3日多云间晴，北风3级，
气温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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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看电影

本报扫二维码免费观影活动
本周继续进行，商河鲁信影院为大
家推荐了两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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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苏有朋
主演 : 陈都灵 欧豪 杨洋

马思纯 段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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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演 : 黄晓明 杨幂 佟大

为 杨颖 谢依霖
上映日期: 2015-04-30

片长: 107分钟
欢迎大家扫二维码并关注本

报微信，将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和
身份证信息发给我们，将有15名幸
运读者(周五到周日每天5名)获得
免费电影票，
您 也 可 以 加
入 晚 报 商 河
观影QQ群(群
号：58834329)，
了 解 周 末 影
片安排。

本报4月29日讯（通讯员
张 广 超 王 玲 ） 近 日 ，

“2013—2014影响济南年度文
化人物、文化事件和群众文化
活动评选”举办颁奖晚会，商河
鼓子秧歌汇演在济南市42项群
众文化活动中脱颖而出，获得

“年度最具影响力群众文化活
动”称号。

商河鼓子秧歌是首批国家
级“非遗”项目，商河县被文化部
和中国舞协评为“中国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和“中国秧歌之乡”。

自1980年至今，商河鼓子
秧歌汇演已连续举办35届，逐
渐成为春节、元宵节期间济南
周边地区知名度最高、影响力
最大的群众文化活动。

历届汇演都吸引省、市知
名媒体和众多摄影爱好者前来
报道、拍摄，现场观众人潮涌
动，大街小巷鼓声相应，全县城
乡都沉浸在“庆元宵、闹秧歌”
的欢乐氛围中。

鼓子秧歌获评

最具影响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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