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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条通勤巴士开通 看是否经过你家
票价二元，执行公交IC卡优惠政策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赵东云

生活日报8月6日讯 6日，记
者从济南市公交总公司获悉，根
据公交线路开通计划和前期调
研，济南公交将于8月8日开通T9、
T11、T19、T21四条通勤快速巴
士，提升市民通勤出行效率，进一
步方便市民出行。

据济南市公交总公司营运市场
部负责人介绍，T9路由全福立交桥
开往齐鲁软件园，主要途经工业北
路、奥体中路、花园东路、舜华北路、
会展东路、工业南路、舜华路，然后
单向沿新泺大街、颖秀路、舜华东
路、舜华西路、新泺大街至舜华路向
北恢复原线，沿途设置全福立交桥、

齐鲁制药、幸福柳广场、盛福花园、
花园东路崇华路、舜华北路北口、新
东方花园、工业南路舜华路、齐鲁软
件园北、颖秀路舜风路(路西)、齐鲁
软件园东(路西)、齐鲁软件园(路
北)、舜华西路(路东)、康虹路颖秀路
(路北)站点。

T9路全福立交桥早高峰发车
时刻为6:50、7:00、7:10、7:25、7:40，
晚高峰发车时刻为16:15、16:30、
16:45、17:00、17:15；齐鲁软件园早
高峰发车时刻为7:50、8:00、8:10、
8:25、8:40，晚高峰发车时刻为17:
15、17:30、17:45、18:00、18:15。

T11路由东宇花园开往中心
医院，主要途经东宇大街、小清河
北路、黄岗路、无影山中路、北园

大街、历山路，然后单向沿山大南
路、历山东路、解放路至历山路恢
复原线，沿途设置东宇花园、美里
新居东门、黄岗、西苑小区、三孔
桥、北园大街历山路、花园庄、历
山东路北段(路西)、中心医院(路
北)、解放桥北(路东)站点。

T11路东宇花园早高峰发车
时刻为6:30、6:45、7:00、7:10、7:20，
晚高峰发车时刻为16:15、16:30、
16:45、17:00；中心医院早高峰发
车时刻为7:30、7:45、8:00、8:10、8:
20，晚高峰发车时刻为17:15、17:
30、17:45、18:00。

T19路由公交总公司开往凤凰
路陈家路，主要途经解放路、工业南
路、奥体西路、康虹路、正丰路、八涧

堡路、中林路、奥体中路、铁厂北路、
凤凰路，沿途设置公交总公司、甸柳
庄、七里河、工业南路化纤厂路、丁
家庄北、奥体西路康虹路、中林路八
涧堡路、盛福花园、奥体中路黄台南
路、铁厂北路奥体中路、恒大城西
区、恒大城南门、凤凰路杨家路、凤
凰路陈家路(路西)站点。

T19路公交总公司早高峰发
车时刻为6:25、6:40、6:55，晚高峰
发车时刻为17:10、17:25、17:40、
18:00；凤凰路陈家路早高峰发车
时刻为6:55、7:10、7:25、7:40，晚高
峰发车时刻为18:00、18:15、18:30。

T21路由华山珑城公交车场
开往动物园，主要途经鹊华大道、
华阳郡东侧道路、金舆大道、华山

路、济华路、华山西路、历山北路、
小清河北路、济泺路，沿途设置华
山珑城公交车场、华山珑城华阳
郡、华山珑城华景郡、华山珑城华
泉郡、历城区政府宿舍、西杨庄、
黄台家居广场、黄台星艺佳家居
广场、新城小区、小清河北路标山
路、泺口服装城、动物园站点。

T21路华山珑城公交车场早高
峰发车时刻为6:30、6:45、7:00、7:15、
7:30，晚高峰发车时刻为16:20、16:
40、16:55、17:10、17:30；动物园早高
峰发车时刻为7:15、7:30、7:45、8:00、
8:15，晚高峰发车时刻为17:05、17:
25、17:40、17:55、18:15。

T9路、T11路、T19路、T21路票
价二元，执行公交IC卡优惠政策。

《年“芳”四十——— 我与古贝春的故事》
全球华文有奖征文活动启事

改革开放四十载，并蒂花开
分外香。2018年，中国低度浓香
型白酒著名企业、中国酱香北宗
创始厂家——— 古贝春集团迎来
盛大节点：其一，与中国改革开
放同步，中国驰名白酒品牌古贝
春创牌40周年；其二，中国酱香
北宗古贝元之父、季克良大师之
师杜安民先生诞辰95周年；其
三，南酒北酿，古贝春师从茅台
工艺传承35周年。为隆重纪念三
大盛事，古贝春集团委托德州市
作家协会发起《年“芳”四十———
我与古贝春的故事》、《“酱”心独
运——— 中国酱香北宗传奇》全球
华文有奖征文活动。有关事宜如
下：

奖项设置

面向全球华文作家进行网
络征文，评定相应奖项，支付奖
金或奖品。征文设：

一等奖2名(《年“芳”四十》
与《“酱”心独运》各1名)各发证
书及奖金5000元；

二等奖6名，(《年“芳”四十》
与《“酱”心独运》各3名)各发证
书及奖金2000元；

三等奖8名，(《年“芳”四十》
与《“酱”心独运》各4名)各发证
书及奖金1000元；

优秀奖60名，(《年“芳”四
十》与《“酱”心独运》各30名)各
发证书及价值300元古贝春酒或
古贝元酒一提。

文稿要求

1、征文体裁为散文、随笔、
小说、故事、纪实稿件。可分别针
对“我与古贝春的故事”与“中国
酱香北宗传奇”撰写1-2篇，以便
分别收录文集。

2、文稿以改革开放四十周
年为背影，以讲述“古贝春创牌

40周年，我与古贝春的故事”或
“中国酱香北宗古贝元酒、国蕴
酒的传奇”为主，展现两大香型
酒在质量、口感、文化价值等方
面的优势，以及独特的个性体验
引发的故事。作品要求格调高
雅，内容健康，弘扬正能量，同时
内容充实，拒绝无病呻吟。

3、单篇字数散文随笔以2000-
5000字为宜，小说以不超10000字
为宜，纪实文学可适当延长。

时间安排

1、自2018年8月5日起至
2018年9月16日24时止(以电子
邮件投送时间为准)。

2、评奖结果与10月中旬公
布并颁奖。

作品出版

1、获奖作品年内择优在集
团报纸《古贝春报》、集团网站及

相应合作媒介发表；
2、举办方将另行举办中国

著名作家采风活动，此次征文获
奖作品将与采风作品按“1+1”格
式结集出版。分别出版《年“芳”
四十——— 我与古贝春的故事》
(浓香版)、《“酱”心独运——— 中
国酱香北宗传奇》(酱香版)姊妹
图书。

投稿方式

本次征文不接受纸质稿件，请
将电子文稿注明“征文”字样并分
别投往如下邮箱，每人限投2篇(浓
香版与酱香版各1篇)：

1、年“芳”四十——— 我与古
贝春的故事：nfssgbc@163 .com;

2、“酱”心独运——— 中国酱
香北宗传奇：jxdygby@163 .com;

山东省德州市作家协会
古贝春集团有限公司

二O一八年八月

相关链接
古贝春集团是全国为数不

多同时成功生产浓香型、酱香型
白酒的厂家。地处鲁西北平原、
大运河畔的山东省德州市武城
县境内。1952年建厂，1999年10
月由地方国营改制为股份制企
业。浓香型以古贝春品牌为主
导，自1978年创牌已满40周年，
于1996年起由现任董事长周晓
峰主导，与五粮液集团开展技术
合作；酱香型以古贝元、国蕴品
牌为主导，师承茅台，出自1983
年应聘古贝春且驻厂10年之久
的茅台酒厂原技术科长、著名白
酒大师季克良之师杜安民先生
之手，33年后得一代大师季克良
先生题词赞誉：南酒北酿，酱香
传承。

滴滴汽车服务平台升级为小桔车服公司
获注资10亿美元

□首席记者 王健

生活日报8月6日讯 6日，
滴滴出行宣布，经过三年的布
局、深耕和四个月的试运营，公
司旗下汽车服务平台正式升级
为“小桔车服”公司，原滴滴汽
车服务平台总经理陈熙出任小
桔车服公司总经理，向滴滴总
裁柳青汇报。滴滴出行同时宣
布，将对小桔车服公司投资10
亿美元，以支持其为包括滴滴
车主在内的全社会车主提供便
捷简单、灵活实惠、值得信赖的
一站式汽车服务。

滴滴出行创始人、董事长
兼CEO程维表示：“小桔车服
的成立是滴滴洪流战略落地的
重要举措，也是滴滴在支持新
业务发展过程中机制创新的一
次尝试。滴滴坚信，只有服务好
车主才能服务好用户，未来滴
滴将继续和汽车产业链伙伴一
起合作共赢，共同建设面向未
来的交通和出行服务新生态。”

今年四月，滴滴正式成立汽
车服务平台，旗下涵盖汽车租
售、加油、维保及分时租赁等多

项汽车服务与运营业务。随着汽
车服务平台升级为小桔车服公
司、及“小桔有车”、“小桔加油”、

“小桔养车”等品牌的同时启用，
小桔车服也将全新出发，以统一
的品牌形象，进一步建设专业能
力，更好地服务车主群体。

小桔车服的品牌标识采用
“能量蓝”为主色，车身被时尚
简洁的线条环绕，寓意为车主
提供“更懂你、更简单、更安心”
的服务。目前，小桔车服的年化
交易额已突破600亿元，覆盖城
市257个、合作伙伴和渠道商
7500余家。小桔车服旗下的各
项业务中：小桔有车通过整合
车源及金融资源，打造线上线
下全新体验，为车主提供汽车
租售服务；小桔加油以流量和
专业运营能力全方位赋能油
站，为车主提供高性价比的加
油服务；小桔养车为车主提供
正品、优价、便捷的专业服务，
目前已在华东、华南7个城市落
地；分时租赁业务以出行场景、
品牌及汽车运营能力为依托，
为用户提供体验领先的短时自
驾租车服务。

提高全民识毒、拒毒、防毒能力
禁毒戒毒法治宣传8日走进大明湖风景区

□记者 李培乐

生活日报8月6日讯 为宣传
《禁毒法》和《山东省禁毒条例》，
全面推进毒品预防宣传教育，进
一步加强禁毒戒毒法治宣传工
作，提高全民识毒、拒毒、防毒的
能力，生活日报联合山东省戒毒
管理局、天下第一泉风景名胜区
管委会、济南脑康医院等单位，在
8日走进大明湖风景区开展禁毒
戒毒法治宣传。

当前，我国禁毒形势十分严
峻。根据国家禁毒办2018年1月19
日最新通报，全国现有吸毒人员
255万，同比增长1 . 9%，以青少年
为主体的滥用合成毒品问题突出。
近年来，山东省戒毒管理局、山东
省戒毒协会坚持开展禁毒戒毒法
治宣传活动。当前，正值夏季济南
大明湖风景区旅游旺季，游客多、
人流集中，各单位联合开展禁毒戒
毒法治宣传进景区活动，宣传《禁
毒法》和《山东省禁毒条例》，戒毒
人民警察与游客们进行“零距离”
接触、面对面交流，从源头上有效
预防毒品危害。

活动举办时间为8月8日上午
9：30—11：00，地点在济南市大明
湖风景名胜区超然楼广场。现场，
将通过戒毒人民警察宣讲禁毒戒
毒法律法规和毒品知识、现场答
疑、禁毒戒毒图板展示、发放禁毒
戒毒法治宣传册、倡议书、在签名
横幅上签名等方式，传播禁毒知
识，让游客在放松游玩的氛围中学
习禁毒相关知识。

济南脑康医院设有戒毒科、
药物性依赖科、戒酒科、戒网瘾
科、他们目前从事自愿戒毒工作，

这次参与活动，也是介绍如何办
理自愿戒毒等情况。市民如果有
这方面的需要到时可以过去咨
询、了解。

活动现场，主办方和协办方将
提供仿真毒品实物展示，市民可以
带小孩前去参观，让小孩从小养成
拒毒防毒的意识，让孩子有一个美
好人生。同时，现场还将举办扫码
送水的活动，娃哈哈集团将提供一
定数量的瓶装水，到时市民可以扫
码领水，在烈日炎炎的夏日感受清
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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