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5月：

赏花、采摘直通车

1.赏花直通车：（1）长清双泉油菜花直通车 35元/人 （2）邹平樱花直通车 128元/人

2 .采摘直通车：草莓采摘直通车 35元/人

4月-10月：

农家乐、畅游山水直通车

1 .农家乐直通车：龙门山庄直通车 70元/人

2 .畅游山水直通车：（1）沂水大峡谷、荧光湖直通车 198元/人 （2）泰山地下大裂

谷直通车 160元/人 （3）九顶塔直通车 130元/人 （4）青州黄花溪、井塘古村二

日直通车 360元/人 （5）水帘峡直通车 78元/人 （6）红叶谷直通车 99元/人

4月-11月：

欢乐世界直通车

1 .泉城欧乐堡直通车 230元/人

2 .泉城极地海洋世界直通车 200元/人

4月-12月:
古村探秘、佛文化之旅直通车

1 .古村探秘直通车：（1）周村、朱家裕直通车 128元/人 （2）沂水竹泉村直通车

158元/人

2 .佛文化之旅直通车：兴隆文化园直通车 130元/人

这
些
信
息
也
值
得
您
关
注

对城管执法有啥建议 快拨96709
省政协联合本报启动“民声连线”，今起邀您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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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所市直学校招聘
18名免费师范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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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璐

生活日报3月29日讯 露天

烧烤、占用道路、挪用停车设施、

无证摊贩……如今城市管理面临

越来越多的难题，如何才能进一步

规范提升我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工作？3月30日至5月10日，山东

省政协办公厅联合本报开设“民声

连线”栏目，公开征集城管和综合

执法工作方面的意见建议，欢迎社

会各界人士拨打生活日报96709热
线或发送邮件，提出好点子、好想

法。您的一个意见建议可能改变政

府决策，期待您的“民声”。

根据省政协党组2016年工作

要点安排和年度协商计划安排，

“进一步规范提升我省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法工作”是省政协常委

会议专题议政中心议题，为了听

民声聚民意，省政协办公厅联合

本报启动“民声连线”活动，向社

会公开征集意见建议，为省政协

专题调研协商提供有针对性、可

操作性的意见建议。

到底什么是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呢？一般市民往往会单纯地

联想到管理路边摊贩的城管执法

人员。其实，城市管理职责范围是

很广泛的。去年12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出台的文件中就框定了城市

管理的主要职责是市政管理、环

境管理、交通管理、应急管理和城

市规划实施管理等。比如市政管理

上，包括严格控制道路开挖或占用

道路行为，给排水和垃圾处理等。

维护公共空间上，包括严查食品无

证摊贩、散发张贴小广告、街头非

法回收药品等，交通管理上，包括

整顿机动车交通秩序，加强城市出

租客运市场管理等。

此次“民声连线”活动时间为

3月30日至5月10日，欢迎广大群

众拨打生活日报96709热线，提出

关注的问题、分析原因症结、设想

改进举措。省政协将遴选部分群

众代表参加“民声连线”群众代表

座谈会，另外，还会选择部分调研

充分、见解深刻、针对性强的好建

议好主意，汇编成《网络议政建言

录》，为省政协专题协商调研组起

草建议案提供重要参考。

省级职教集团
改为认定备案制

动手拍张照片
赢2000元大奖

只需打一个电话 白事服务全办妥
济南市白事专线“968100”正式运营

长北社区书画拍卖
募万元公益助残

29日，记者从省教育厅了

解到，未来省级职业教育集团

拟由批准制改为认定备案制，

并正式发布《山东省职业教育

集团认定评价参考指标》。所谓

认定备案是指，由职业教育集

团自身根据参考指标进行打

分，如果自评分数高于90分，则

可向省教育厅、省经济和信息

化委提出认定申请。随后，经专

家论证认定，方可在省教育厅

备案。 记者 朱紫瑛

记者从济南市民政局了解

到，2015年度全市示范社会组

织表彰会议举行，73个2015年
度全市示范社会组织受到了表

彰。济南市民政局长赵玉海表

示，进一步探索降低登记门槛

措施、简化审批手续，力争社区

社会组织登记率100%、备案率

100%。 记者 董广远

73个全市示范
社会组织受表彰

□记者 吴永功 通讯员 杨厚福

生活日报3月29日讯 清明

节临近，济南交警对近三年来清

明节期间道路的事故进行大数据

分析研判，向社会公布交通事故

易发路段，希望驾车出门的市民

引以为戒。

2013年至2015年这3年的清

明节期间，济南市共受理道路交

通事故831起，死亡16人，伤157
人。综合分析近三年清明节期间

事故情况，济南交警排查出六条

交通事故多发路段，一是经十路

二环东路路口（燕山立交桥下路

口）至浆水泉路口，该路段是通往

鳌角山公墓的主要道路，易发生

车辆追尾、侧面刮撞的交通事故；

二是旅游路二环东路路口至浆水

泉路口；三是旅游路千佛山南路

路口至千佛山东路路口。此外，二

环南路十六里河路口至省道103
线分水岭路口也是易发事故；英

雄山路二七新村南路路口至经十

一路路口路段是通往济南市烈士

陵园的主要道路，易发生交通事

故；工业南路义和庄路口至炼油

厂路口路段也易发生交通事故。

清明期间，哪些路段易发车祸
省城有六条交通事故多发路段

记者从长北社区了解到，

社区联合驻地单位举办“水墨

丹青、爱心助残”书画拍卖暨文

艺汇演活动。长北社区弘艺文

化艺术团和市残联“我的兄弟

姐妹”艺术团的演员们联袂合

作，表演了豫剧《抬花轿》、二胡

《赛马》等节目。拍卖作品全部

出自社区鹊华书画苑书画家们

之手，募得善款1万余元，将全

部用于残疾人事业。记者 董

广远 李明 通讯员 耿学宝

29日，市教育局发布了《济

南市教育局部分直属学校招聘

2016届免费师范毕业生简章》。

记者了解到，今年包括省实验

中学、舜耕中学在内的7所市直

学校将招收18名免费师范类毕

业生。所有符合条件的学生可

以于4月7日到4月8日携带相关

材料和证明到所报考学校进行

现场报名。 记者 朱紫瑛

济南将开通15条旅游直通车
赏花、采摘有了专线车，通过369出行网预订还有红包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赵东云

29日下午，记者从济南公交获

悉，济南公交4条景区旅游专线车将

于近期开通运营。同时，为了方便市

民踏青、赏花，济南还将于4月2日开

通赏花、农家乐、畅游山水、古村探

秘、佛教文化等15条旅游直通车。为

方便和鼓励市民乘车出行，济南公

交369出行网提供在线预订优惠活

动，首次添加关注，即享20元红包代

金券，在线预订，再享10元优惠。

4月2日，济南将开通近郊旅游

景区4条线路，分别为：游701路济南

野生动物世界（新）、济南植物园专

线车，游702路章丘三王峪专线车，

游707路长清灵岩寺、五峰山专线

车，游709路九如山瀑布群专线车。

为方便市民春季赏花、采摘，

4月2日，将推出春季旅游直通车

线路15条。具体信息如上表。

一、开行时间：2016年4月2日—2016年12月31日
二、开行条件：周一至周五报名，周六、周日节假日发车，线路报名人数达到20人开行。

三、乘车地点：全福立交桥、解放桥、省体育中心、鲁能领秀城、中海国际社区（可根据乘客居住地自选，就近乘车））

记者从济南市摄影家协会

了解到，日前，济南首届“原香溪

谷杯”春季摄影大赛启动仪式在

长清区举行，大赛以“发现美

艺无界”为主题设定，即日起至4
月17日，市民可将参赛作品电子

版发送至邮箱，并随作品附上参

赛人信息，比赛设立一等奖1名，

奖励2000元，二等奖2名，奖励

1000元，三等奖4名，奖励500元，

优秀奖10名。 记者 董广远

15条旅游直通车一览（含门票）

以“拥抱春天，亲近自然”为

主题的济南植物园踏青赏花活动

将于4月1日拉开帷幕。同时，丰富

多彩的游园活动，以及龙山文化

精品黑陶艺术品展售活动，也将

与广大游客见面。踏青节期间，植

物园将举办全国珍惜濒危植物科

普展，届时为游客呈现世界各地

珍惜濒危植物科普知识。

记者 王蕾 通讯员 马剑

市中国税增开
营改增办税服务大厅

今年5月1日起要在全国范

围内全面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济南市市中国税局本次营改

增的户数有17455户，在全省区、

县级国税营改增户数排名第二。

为确保营改增工作的开展，济南

市市中国税局在区政府的支持

下，选址位于二环南路的圣玛利

亚医院，开辟了“一站式”办税服

务大厅全力备战营改增工作。记

者 段婷婷 通讯员 尚晓睿
植物园踏青赏花节
周五拉开帷幕

济南机场将于3月30日开通

江西航空南昌—济南航线，江西

航空正式加盟济南市场。南昌至

济南航班号为RY8923，南昌14:
15起飞，济南16:05落地；济南至

南昌航班号为RY8924，济南22:
00起飞，南昌23:45落地，每天一

班，开航即可享受特惠票价。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杨怡

江西航空将开通
济南至南昌航线

今年济南将新改建
旅游厕所3467座

29日记者从济南市旅游厕

所建设工作现场会了解到，不

少景区已配备了“高大上”的厕

所，有的厕所里还有绿植和母

婴室。清明小长假里市民游客

如厕将有望感受到这样的变

化。2015年济南市共完成536座
旅游厕所的建设，根据计划，

2016年济南市将完成4003座旅

游厕所新建改建任务，更好地

服务市民游客。 记者 王蕾

□记者 郭学军 实习生 崔增辉

生活日报3月29日讯 今天

上午，济南市民政局推出的济南

市白事专线“968100”正式启动运

营。该专线将为济南市民免费提

供殡葬政策和业务咨询服务，以

及业务受理、投诉受理、电话回访

等全方位的殡葬服务，并全程陪

同家属办理丧葬事宜，最大限度

地方便公众。

“殡葬服务是一种特殊的社

会服务，涉及遗体接运、殡殓、殡

仪、火化和骨灰存放、安葬等多个

环节。由于一般市民接触较少，尤

其是对殡葬服务流程、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不甚了解，在

办理丧事时心情又比较急促，很容

易被不法人员以‘帮忙’为由，趁家

属之危大捞一笔。”在启动仪式现

场，济南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处长

谢俊利介绍说，白事专线开通后，

当市民家中有亲人去世时，可在

第一时间拨打“968100”这部24小
时服务电话，根据提示选择济南

市殡仪馆或莲花山殡仪馆，即可

提出白事服务要求。随后，喷涂着

“白事专线968100”字样的正规殡

葬服务车和殡仪馆服务人员将及

时到达丧主家中，为其提供多元

化、专业化服务。服务内容包括：

入户服务、灵堂布置、遗体接送、

存放、告别、火化灵骨安放等，提

供骨灰盒、寿衣等基本商品。

“后期还会跟进短信提示功

能，丧事结算费用时，丧主手机都

能收到白事专线短信平台发出的

消费清单短信，以实现公示殡葬

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以及自愿

选择服务签单制度的目标。”济南

市殡仪馆馆长高传伟说，这样，丧

主可享受到公开透明的服务，大

大压缩了不法殡仪商户坑骗丧主

的空间。另外，济南市殡仪馆还开

通了“济南白事通”微信公众号，

有需求的群众可添加关注，查询

办事流程、服务项目、收费标准、

优惠政策等，下一步该微信号还

将实现实时查询服务进度、在线

选择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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