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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区间间公公交交涨涨价价咋咋没没开开听听证证会会
市物价局：区间公交不在听证目录中，且不享受财政补贴

南鲁山教体办：

素质教育花满园

近年来，沂源不断加大教育投
入，南鲁山镇中小学、幼儿园办学
条件得到显著提升。投资116万元，
完成土门中学711平方米餐厅楼工
程，可容纳500名师生同时就餐。投
资120万元，完成土门中学跨河桥建
设工程，解决了学生上下学安全
问题；投资21 . 6万元，实施镇中心
园操场塑胶化改造工程，惠及幼儿
83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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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票价涨了

服务也别落下

区间公交票价调整后，市民出行
成本提高，不少市民希望公交服务水
平也能跟着提高，能享受到安全、舒
适的乘车环境。

“有的跑区县的公交车座椅、窗
帘看上去比较脏，有的还缺少窗帘。”
市民王女士希望在安全、便捷的前提
下，乘车环境也应改善。

对此，市交通局也表示，将严格
规范公交客运企业的管理，督促公交
企业全面落实车辆营运安全和驾驶
员优质服务的管理主体责任，督促企
业做好司乘人员优质文明服务教育
培训，全面提升司乘人员的职业道德
修养和优质服务意识；督促企业加强
对公交车辆车身外观和车内卫生的
管理。

同时，市交通局将督促企业加快
构建智能化交通服务体系，包括车辆
调度、发车班次、道路路况、公交卡升
级等服务内容，不断提高公交车辆的
智能服务水平。

本报记者 唐菁

本报8月2 6日讯 (记者
唐菁 ) 票价调整后，市交通
局将要求各相关公交客运企
业，严格执行新的票价标准，
严禁未经物价部门同意私自
调整票价行为的发生。同时，
将充分利用12328交通服务热
线平台，对有关票价方面的投
诉，一经落实，严格按照有关
规定进行处罚，确保公交调价
工作平稳运行。

据物价部门介绍，本次公
交票价调整仅限于中心城区

至区县、乡村间以及跨区县间
公交客运线路票价。除中心城
区以外，其他各区县城区至乡
村公交客运线路票价如需调
整，由所在区县物价局会同交
通运输局提出建议，报区县人
民政府批准执行，调整方案同
时报市物价局、市交通运输局
备案。

按照相关规定，因线路调
整、新增线路以及车辆等级提
高等因素，需要制定或调整票
价的，各有关客运经营企业必

须按照客运线路管理权限，分
别报市、区县价格、交通主管
部门批准。

市物价局要求，各客运经
营企业要严格按照规定实行
明码标价，接受社会监督。各
级价格、交通主管部门将加强
对公交客运线路票价执行情
况的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擅
自定价、乱涨价、乱收费等行
为，依法进行查处。

根据《淄博市公共汽车客
运管理条例》规定，经营者不

使用统一客票的，由市交通运
输管理机构或者区 (县 )交通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千元以
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如果市民在出行中发现
不执行票价政策、擅自涨价、
乱收费等违法行为，可通过
拨打12328交通服务热线平台
和12358价格举报电话进行投
诉。市民投诉时要注意保留
乘车客票、车辆牌照号码等
有关证据。

发发现现擅擅自自涨涨价价市市民民可可电电话话举举报报
电话：12328、12358，物价、交通部门将依法查处

本报8月26日讯(记者 唐
菁) 不少市民还记得去年9月
市物价局举办了燃气调价听证
会，征集各方意见，这次区间公
交票价上涨为什么没开听证会
呢？

据市物价局副局长路荣伟
介绍，根据2011年省物价局、省
交通厅《关于道路班车客运运
价等有关问题的通知》(鲁价格
发〔2011〕123号)相关规定，淄博
城区公交享受政府财政补贴，
票价调整需要召开听证会，区
间公交不在听证目录中，同时
不享受财政补贴，其票价调整
不用召开听证会。

据了解，今年春节前后，淄
川、临淄部分线路公交公司分
别向所在区物价和交通部门提
出申请，要求提高区间公交线
路车票价。收到区里要求调价
申请以后，市物价局立即会同
市交通局进行研究，并选择20

路、23路、69路、74路等挂靠公

交公司运营的客运车辆进行了
典型调查，经核算成本发现，随
着运营成本提高，区间公交客

运线路运营已经非常困难，不
少线路的经营业户确实在亏损
运营。因此市物价局形成调价

方案，报经市政府研究同意，决
定从即日起调整市内区间公交
客运线路票价。

影响：

票价调整利于

公交可持续发展

价格调整实际上是一个各方面
利益调整问题。一方面来讲，提价肯
定会增加乘坐区间公交客运市民的
出行成本。如张店至博山的1路公交
车，全程40多公里，这次由6 . 5元/人次
上调为8元，往返多支出3元钱；张店
到其他区县一般提价1元，往返多支
出2元钱。

另一方面，调整票价以后，可以
直接有效地解决区间公交客运亏损
运营问题，缓解当前突出的公交线路
运营矛盾。以20路车为例，票价由现
行4元调整为5元，每个运营车辆每天
多收入150元左右，月增加收入约4000

元左右，基本能达到保本微利的水
平。从长远看，有利于区间公交客运
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保障群众的正常
出行。

本报记者 唐菁

沂源县西里派出所组织民警
开展电信防诈骗知识宣传。一是民
警充分利用辖区人员熟、场所熟的
优势，积极走访人员聚集场所张贴
关于加强防范电信诈骗的宣传单，
向群众介绍电信诈骗的手法及预
防。二是新媒介宣传提醒。建立派出
所警民微信QQ平台，通过业务工作
和群众紧密联系，实时发布讲解最
新诈骗手段并教授防范知识。

(王敏 朱海涛)

沂源县西里镇中心小学采取
多项措施进行规范引导，帮助一
年级新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针对一年级新生特点，学校要求
班主任和任课教师轮流跟班，保
证学生安全，德育处随时检查监
督，督促。班级要不定时召开班
会，强调出现的问题并随时整改，
校办对班级各项表现进行考评，
并及时通报评比情况。 (张克强)

西里派出所：

强化秋季消防

入秋以来，为全面推进秋季
消防工作，进一步提高抗御火灾
能力，保障西里辖区平安稳定。沂
源县西里派出所对此高度警惕，
通过多项措施切实加强秋季消防
工作。一是全力抓好人员密集场
所的消防安全检查。二是强化辖
区内部单位自我管理责任主体意
识。三是加强宣传，把握舆论导
向，普及消防知识。

(翟善奎 朱海涛)

南麻街道东高庄小学：

抓好期末复习

沂源县南麻街道东高庄小
学认真抓实“六个注重”，确保期
末复习实效。注重制定复习计
划。抓纲靠本，理清重难点考点，
制定复习计划，安排进度，循序
渐进，引导学生复习。注重学法
指导。将书本内容归类整理，构
建起知识网络，老师点拨疑难，
揭示规律，提高学生应用能力。

(伊太君 周洪泽)

西里派出所：

宣传防电信诈骗

西里镇中心小学：

规范新生习惯

张家坡中心园：

举办亲子读书会

近日，沂源县张家坡镇中心
园举行了“书香润童年”亲子读书
活动启动会。幼儿园为每个孩子
设立“流动小书包”，书包里装上
孩子们带来的图书，每周交流阅
读一次。家长和孩子一块阅读，一
块写出读后感交给老师以供家长
间交流使用。全园176名家长参加
了此次活动。 (李光禄 任张)

西里派出所：

加强防火巡查

为切实加强辖区九小场所消
防安全意识，坚决预防和遏制火
灾事故的发生。近日，沂源县西里
派出所组织民警从三方面入手加
强九小场所消防安全能力，保障
辖区平安稳定。一是西里派出所
组织民警召开九小场所消防安全
监管专题工作会议，要求民警在
对九小场所负责人检查中，严格
规范九小场所消防设施配备及各
项安全制度。 (王敏 朱海涛)

张家坡中心园：

巧手变废为宝

近日，沂源县张家坡镇中心
幼儿园教孩子们变废为宝，用空
瓶子制作出各种花样的作品。制
作的过程中，老师指导孩子们大
胆想象，把搜集来的空饮料瓶，用
剪刀做出各种造型，用彩泥、彩
带、画笔等精心装饰，做完后，向
老师和同学们展示自己的作品并
介绍一下自己的创意和作品要表
达的意义。 (魏先爱 贾玉珍)

沂源县土门中学：

新学期精彩纷呈

新学期伊始，沂源县土门中
学教育教学工作新亮点，新景象，
精彩纷呈：一、创好国家级足球特
色学校，让祖国、人民放心。沂源
县土门中学被国家首批列入千所
足球特色学校。二、新建标准化学
校餐厅投入使用。三、跨河桥竣
工，教学区，活动生活区连接纽带
顺利开通。 (陈新宝)

西里派出所：

用心解决小纠纷

为深入践行民生警务，提
升辖区群众幸福感、满意度，
沂源县西里派出所坚持最大
限 度 的 使 矛 盾 不 积 累 、不 激
化，细心调处矛盾纠纷，不推
卸责任、耐心教育、想群众之
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不让矛
盾纠纷演化成治安案件和刑
事案件，取得明显成效。

根据相关要求，列入《山东省价格听证目录》的商品和服务，物价部门在制定或调整价格
时，必须组织听证。

《山东省价格听证目录》中需要听证的商品和服务包括，城市居民生活用水价格(含污水
处理费)、城市居民供热价格、城市居民生活用管道燃气价格、城市公交票价、城市生活垃圾处
理费、公办义务教育杂费、公办高中教育学杂费、公办大中专教育学费、重要游览参观点门
票、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主要医疗服务价格整体方案、有线电视收视维护费等11项。

省价格听证目录

包含11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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