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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整治超标三轮四轮车后，公交车运行效率提升

乘乘车车更更方方便便 学学生生老老人人刷刷卡卡量量猛猛增增

文/片 本报记者 崔如坤

菏泽“城市管理十项整治
行动”以来，城市环境得到极大
改善。尤其得益于超标电动三
轮四轮车的整治，使得菏泽城
区交通环境大大改观，道路畅
通度不断提升。为减少整治对
市民出行的影响，菏泽公交系
统通过一系列举措，满足了市
民公共交通出行。

运行效率提升了

乘坐的市民也多了

“现在跑一圈，比以前节省
了20来分钟，坐公交车的市民
也多了。”菏泽的李应振做公交
车驾驶员有近5个年头了，他对
市区道路交通环境的变化有切
身感受，尤其是菏泽城区整治
超标电动三轮四轮车以来的变
化让他感叹不已。

李应振是22路公交车的一
名驾驶员，这个路线是环城公
交，从火车站一路上要经过人
民路、长江路、菏兰路、西安路
等主干道，其中要途经牡丹区
实验小学附近，“以前路过时，
在学生上下学时段，道路被接
孩子的三轮四轮占据，往北还
有市立医院，路过这一路堵车

有时能堵半个小时。”他说，16
日开始，路过这一路段突然就
感觉畅通多了。

据李应振介绍，为方便市
民公共出行，22路公交车增加
了2辆，班次增加，发车间隔缩
短，运行效率提升，“学生和老
年人乘坐公交车的明显增多
了。”

公交司机桑贤磊与李应振
有同样的感触。他是48路公交
车司机，运行路线要途经开发
区实验小学、菏泽市实验小学
南校区、牡丹区二十一中南校
区、末端去实验中学等众多学
校，“学生明显增多，16日我这
辆车上刷学生845人次。”桑贤
磊说由于班次增加，48路车的
发车间隔也由10分钟左右一班
提升到了五六分钟一班，更加
方便市民乘坐了。

李应振和桑贤磊的真实感
触，从侧面反映了菏泽公共交
通运行能力的提升和城区交通
环境的改善。据菏泽市公共汽
车公司统计，10月16日以来，乘
客发送量同比增长29 . 42%，学
生卡发送量同比增长40%，老
年卡发送量同比增长41 . 8%。

乘车支付便捷了

办卡充值点增多了

关闭一扇门，打开一扇窗。
市民无法驾驶乘坐超标电动三
四轮车出行，那么就要提供更
优质多样的公共交通，满足广

大市民的出行需求。为此，菏泽
市公共汽车公司通过科学优化
公交线网布局，进一步缩短了
运营间隔；积极推广“一站直
达”定制公交服务；提供多样化
公交便民服务，持续提高公交
服务品质。

其中，在提供多样化公交
便民服务，持续提高公交服务
品质方面，菏泽市公共汽车公
司的举措令市民叫好。

据了解，目前该公司正大力
推广网上充值、线下补登、手机
充值和支付宝扫码乘车等智慧
化公交便民服务；在公交IC卡服
务中心、4处公交站务室、城区内
17处建行营业网点及3处社会商
家布设25处便民服务网点，实现
了公交定点补登充值业务，方便
了市民办卡充值；为提升公交运
营服务品质，优化业务流程，简
化程序，还延长了老年卡学生卡
年审周期，进一步充实两个政务
服务大厅工作人员，提前半小时
到岗，提高办事效率。

“下个月，公交车便能基本
支持所有支付方式，届时支付
宝、微信、银联卡、工会卡等等
都能支付乘车。”菏泽市公共汽
车公司总经理殷正红具体介
绍，除了支付方便市民乘车外，
老年卡由原来的一年一审简化
为五年一审，13-16岁的学生
乘车卡由一年一审改为只审两
次，“将来还会将办卡服务延伸
到社区，进一步方面市民办卡
充值。”

牡牡丹丹区区严严禁禁教教师师利利用用微微信信群群
布布置置作作业业和和晒晒作作业业完完成成情情况况

本报菏泽10月18日讯(记
者 李德领) 18日，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从牡丹区
教育局获悉，为减轻学生的
课业负担，保证中小学生身
心健康，规范中小学办学行
为，牡丹区教育局要求各学
校要规范中小学作息时间，
严禁教师利用QQ、微信群等
电子通讯平台布置作业和晒
作业完成情况。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了解到，小学生每天在校学习
时间(包括自习)不超过6小时，
初中不超过8小时。学生上午
到校时间不早于7：30，上课时
间不早于8：00；下午预备前20
分钟时间段为到校时间，师生
在预备前到校不得视为迟到。
学生到校后至预备期间不得
安排固定的课程。

学生放学后立即组织学

生有序离校，不得随意延长
放学时间。如需错时放学，各
校可根据实际情况在课外活
动时间中调整安排，但不得
突破在校时间要求。

小学一、二年级不得布
置书面家庭作业；小学其他
年级语文、数学可布置适量
作业，每天作业总量不超过1
小时，其他学科不布置书面
作业。初中语文、数学、英语、
物理、化学书面作业总量每
天不超过1 . 5小时，其他学科
不留书面作业。

严禁教师利用QQ、微信
群等电子通讯平台布置作业
和晒作业完成情况。严禁以
让家长帮助检查作业、帮助
提高学习成绩为名变相给家
长布置作业，杜绝让家长抄
作业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现象
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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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18日，记者从丹阳街道办
事处了解到，为了方便部分未
及时处置超标车辆的居民妥
善处置超标电动三轮、四轮
车，丹阳街道办事处联系和召
集了一批车辆收购商家和买
主，将于20日举办超标电动车
处置交易会，搭建平台，助辖

区居民处理超标电动车。
据了解，本次交易会的具

体交易时间为：2018年10月20
日(周六)9：00-17：00，交易地
点：市区长沙路与长江路交叉
北300米橡树湾北侧中软创客
基地院内。参加方式为：有出
售意向的社区居民，可携带车

辆相关证明材料，驾驶车辆到
交易会现场交易；有购车意愿
的商家，可提前报名申请一处
收购摊位，便于与卖家沟通和
咨询，摊位有限先报先得，报
名截止时间10月19日上午12
点。交易公开、公平、自愿、自
由交易。 (本报记者 邢孟)

丹阳办事处将举办超标电动车处置交易会

学学生生放放学学后后正正乘乘公公交交车车回回家家。。学生放学后正乘公交车回家。

格头条相关

本报菏泽1 0月1 8日讯
(记者 王雅楠) 为进一步
做好菏泽2018-2019年秋冬
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18日
下午，菏泽市环境保护局召
开新闻发布会，针对2018-
2019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
合治理攻坚行动做出了详
细说明。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获悉，本次大气污染治理
行动的主要目的在于全面完
成2018年空气质量改善目
标，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3
月 3 1 日 ，全 市 细 颗 粒 物
(PM2 . 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4%以上，重度及以上污染天
数同比减少1天以上。

1 - 9月份，全市 SO 2、
NO2、PM10、PM2 . 5同比分别
改善45 . 8%、0%、8 . 3%、21 . 2%，
空气优良天数147天，同比增
加19天；重污染天数13天，同
比减少2天。在京津冀及周边

“2+26”个城市中，1-9月份，
全市PM2 . 5浓度值为52微克
每立方米，居28城市第8位，
同比改善21 . 2%。

同时，为及时有效应对
重污染天气，最大限度降低
重污染天气造成的危害，根
据菏泽实际情况，共829家工
业源、368家施工扬尘源、6类
道路扬尘源、10类移动源纳
入减排清单，进一步挖掘重
污染天气污染减排潜力。

打打赢赢““蓝蓝天天保保卫卫战战””
完完成成空空气气质质量量改改善善目目标标

本报菏泽10月18日讯(记
者 王雅楠) 18日下午，菏
泽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
布会，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
杨晓锋针对2018专利奖评选
活动有关情况和专利奖的相
关内容进行了详细说明。

据了解，2007年4月，菏泽
出台了《菏泽市专利奖励办
法》(市政府令【2007】第7号)，属
于较早出台专利奖励办法的
地市之一。近几年，为适应新
形势的发展需求，与专利相关
的法律不断进行修改。目前，
根据《菏泽市专利奖励办法》
第二条规定，市专利奖每年度
评选一次，今年已经是第12届。

自2016年市政府对《菏

泽市专利奖励办法》进行了
修订后，增设了特等奖奖项，
提高专利奖金额度。杨晓锋
在发布会上表示，市专利奖
每年度评审一次，奖项共设

“市专利技术奖”和“市优秀
专利发明人奖”两个奖类。

其中“市专利技术奖”设
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
等奖，授奖专利共计不超过
32项，奖金数额5000元到10
万元不等；“市优秀专利发明
人奖”授奖人数不超过10名，
奖金数额5000元。同时，杨晓
锋还表示，专利评审工作将
在今年底结束，申报材料受
理截止日期为2018年10月31
日，逾期不再受理。

菏菏泽泽22001188专专利利奖奖评评选选活活动动启启动动
增增设设特特等等奖奖奖奖项项，，提提高高奖奖金金额额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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