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号 设 置 位 置
1 蓝鳌路与莱青路路口东1250米违停抓拍
2 蓝鳌路与莱青路路口东1050米违停抓拍
3 蓝鳌路与莱青路路口东950米违停抓拍
4 蓝鳌路与莱青路路口东800米违停抓拍
5 蓝鳌路东里村委门口违停抓拍
6 蓝鳌路与莱青路路口东500米违停抓拍
7 蓝鳌路与莱青路路口东350米违停抓拍
8 蓝鳌路与莱青路路口东200米违停抓拍
9 蓝鳌路与莱青路路口东50米违停抓拍
10 蓝鳌路鳌山卫派出所门口违停抓拍
11 蓝鳌路滨海公路中队门口违停抓拍
12 蓝鳌路即墨区教师进修学校门口违停抓拍
13 蓝鳌路鳌山卫中学门口东200米违停抓拍
14 蓝鳌路鳌山卫中学门口违停抓拍
15 鳌柴路即东酒店路口东850米违停抓拍
16 鳌柴路即东酒店路口东690米违停抓拍
17 鳌柴路即东酒店路口东620米违停抓拍
18 鳌柴路岙山卫小学东158米违停抓拍
19 鳌柴路岙山卫小学东137米违停抓拍
20 鳌柴路岙山卫小学西35米路南违停抓拍
21 莱青路与蓝鳌路南664米违停抓拍
22 鳌柴路即东酒店路口东125米违停抓拍
23 鳌柴路即东酒店路口东168米违停抓拍
24 鳌柴路岙山卫小学西35米路北违停抓拍
25 莱青路与蓝鳌路南1055米违停抓拍
26 莱青路与蓝鳌路南924米违停抓拍
27 莱青路与蓝鳌路南858米违停抓拍
28 莱青路与蓝鳌路南760米违停抓拍
29 莱青路与蓝鳌路南718米违停抓拍
30 莱青路与蓝鳌路南564米违停抓拍
31 莱青路与蓝鳌路南495米违停抓拍
32 莱青路与蓝鳌路南387米违停抓拍
33 莱青路与蓝鳌路南338米违停抓拍
34 莱青路与蓝鳌路南39米违停抓拍
35 莱青路与蓝鳌路南163米违停抓拍
36 莱青路与蓝鳌路南219米违停抓拍
37 文化路刁家疃村路口违停抓拍
38 文化路新安小区东门违停抓拍
39 鹤山路佳乐家路口西违停抓拍
40 蓝鳌路与泰山三路路口
41 蓝鳌路与骊山路路口
42 辽河二路与泰山三路路口
43 骊山路与淮涉河路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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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高晓飞 报道
本报讯 9月30日，即墨发布《关于

对即墨中心城区东部片区国有土地上房
屋实施征收的公告》和《关于即墨中心城
区东部片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
案征求意见及修改情况的公告》，并根据
房屋被征收人的意见，对房屋征收范围、
补偿方式和价格进行公布和调整。其中，
住宅房屋临时过渡费标准从“每月每平
方米10元”提高到15元，住宅房屋逾期
临时过渡费标准从“每月每平方米15
元”提高到20元。
根据公告，此次房屋征收的范围为

即墨区潮海街道办事处东关街以东、蓝
鳌路以南、国道G204以西、墨水河以北
围合区域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但不包
括佳和医院、东方花园小区及东方花园
西鲁鹰汽修厂小区、刘若拙墓、水文站。
住宅房屋、商业及服务类非住宅房

屋采用房屋补偿和货币补偿两种方式，
由被征收人选择；工业、仓储类及其他非
住宅房屋，采用货币补偿方式。

若居民选择房屋补偿方式，住宅房
屋搬迁补助费为每户3000元；临时过渡
费为每月每平方米15元，逾期安置则每
月每平方米发20元。商业及服务类非住
宅房屋的搬迁补助费为每平米20元；经
营性补助费中，因房屋征收造成停产停
业损失的，每月每平方米发30元，逾期
安置则每月每平方米发45元。住宅与非
住宅兼用房屋的搬迁补助费、临时过渡
费按照住宅房屋的标准计发。
根据房屋被征收人的意见，公告将

回迁安置房屋中原本的“室内毛胚”内容
改为被征收人需要简单装修的，可在签订
房屋补偿协议时约定。被征收人不需要简
单装修的，由“每平方米100元”提高到“每
平方米20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
若居民选择货币补偿方式，带院住

宅增加10平方米住房改善面积作为应
补偿面积，院落用地另行给予补助费；多
层楼房住宅增加10平方米住房改善面
积作为应补偿面积。
住宅房屋货币补偿价格以选定的房

地产评估机构所评估的价格为准。其中，
院落用地按照即墨城区一级住宅用地基
准地价1940元/平方米的标准给予补助
费，其他附属物、构筑物等按院落用地面
积以每平方米80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费。
多层楼房住宅的建筑面积不足25平方米
的，按照25平方米计算。住宅房屋的搬迁
补助费为每户1500元，临时过渡费为每月
每平方米15元，一次性计发10个月。
商业及服务类非住宅房屋和工业、

仓储类及其他非住宅房屋的搬迁补助费
为每平方米20元，经营性补助费为每月
每平方米30元，一次性计发10个月。
公告介绍，胜利居委会所辖的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签订期限为2018
年10月16日至2018年11月14日，腾房期
限为2018年10月16日至2018年11月19
日；胜利居委会所辖以外的国有土地上房
屋的协议签订和腾房期限将与房屋坐落
村庄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同步进行，具
体时间以村庄发布的搬迁通告为准。
同时，公告还公布了奖励优惠政策。

其中，住宅房屋在公告规定的补偿协议签
订期限内签约的，带院住宅选择房屋补偿
或选择货币补偿及多层楼房选择货币补
偿，每户奖励10平方米的补偿面积，但该
奖励面积不计入计算公摊面积或临时过
渡费的基数。且自征收决定公告规定的签
约之日起，1～ 15日签订协议的，每户奖励
10000元，参加第一号段抓阄选房；16～
30日签订协议的，每户奖励5000元，参加
第二号段抓阄选房。本项奖励费在被征收
人搬迁腾房后发放。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
搬迁腾房、交付房屋，经征收实施单位和
被征收人确认后，每户奖励10000元。
非住宅房屋在规定的补偿协议签订

期限内签约的每户奖励10000元；在规
定的搬迁腾房期限内搬迁腾房的，经征
收实施单位和被征收人确认后，每户再
奖励10000元。
除现金奖励，公告还表示将为按时

签约、腾房居民的安置房屋给予办理商
品房所有权证，免收办理证件过程中即
墨区级行政事业性收费。

重阳节，也是爸妈的节日。每当重阳
将近，对父母和家乡的思绪总在空气中
越酿越浓。然而这个重阳，除了思念，除
了祝福。也许，我们应该懂得更多……你
也许已经发现了，在家庭聚会上，父母迟
迟不动筷子是因为牙齿不好了，太硬牙
齿吃不动、太软怕粘假牙。长大的我们能
为父母做些什么呢？
俗话说“牙齿是健康的第一道门

户”，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因缺牙导
致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影响的
老人越来越多。辛辛苦苦大半辈子，为了
儿女把心都操碎了。吃尽苦头，熬白了头
发。到了晚年本该享享清福了，逢年过节
儿女送点儿好吃的，因为牙齿掉了想吃却
吃不动，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而且身体越
来越差，真是苦不堪言。这是许多缺牙老
人的无奈现状。
世界卫生组织在2001年正式提出

了“8020计划”，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
很好地保护牙齿，到80岁时，完全可以
有20颗牙齿。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
卫生部门，已纷纷响应“8020”号召，开
展了全民爱牙活动。
再美丽的华服，也不可能天天穿，再

昂贵的补品，也不可能日日吃。对于缺牙
的老人们而言，唯有一口好牙才是老人
们不可或缺的生活伴侣。因此，这个重阳
节，忙于在职场打拼的子女们，不妨尽一
下“牙尖上的孝道”，带家里的老人们去
检查一下牙齿吧。
西诺德口腔联合三大国际种植品

牌，直降3000元/颗。韩系种植品牌特价
4980元/颗。重阳节当天，西诺德口腔免
费为老人清洗活动假牙。
孝敬！不仅是给老人买吃的、穿的，

给他们一口健康的好牙齿，轻松咀嚼，享
受美食更有意义。九九重阳节，西诺德口
腔与你一起，为父母，为家人，送去一份
秋日的温暖！
地址：即墨宝龙城市广场东侧（齐鲁

银行南20米） 电话：0532-87509111

□半岛记者 华敬方 报道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即墨区图

书馆获悉，10月14日-18日，即墨
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即墨区音乐
家协会主办的“凤和天下——— 李朝
阳古琴文化讲座暨全国古琴巡展”
将在即墨区图书馆尼山书院举办。
本次巡展是为了让市民近距离感受
古琴魅力、了解古琴文化、体验古琴
情趣，感兴趣的市民可咨询即墨区
图书馆进行报名。
作为本次巡展“主角”的李朝

阳，是京城名斫琴师，当代开发恢复
斫制梧桐琴第一人，中国管弦乐学
会会员，中国琴会研究会理事，中国
民族器乐学会会员，北京乐器学会
古琴专业委员会理事，河北省古琴
协会理事。

口半岛记者 李春燕 通讯员 杨晓
琳 报道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乘车学生
的消防意识和校车安全防范意识，提
高对突发意外事件应对和自我保护能
力，10月10日，温馨校车即墨分公司
在全区211辆运行校车上开展消防安
全逃生演练。
下一步，温馨校车将继续在各校

区开展消防、防恐、应急等不同主题的
安全演练活动，提高校车驾驶员、照管
员和乘车学生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
置能力，确保乘车学生安全。

□半岛记者 华敬方 报道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青岛市

公安局即墨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了
解到，为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
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保障交通安
全，近期，即墨区新增 43处固定式

智能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并于 9月
28日正式启用，对机动车违反信号
灯规定通行、逆向行驶、违反禁止
标线、不按导向车道行驶、违反禁
令标志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
取证。

看过来！潮海街道这片区要搬迁了
即墨发布中心城区东部片区房屋征收、补偿及修改公告，临时过渡费每月每平提高到15元

重阳节给老人送什么礼物好？
到西诺德口腔，种出好牙，种出健康 即墨新增43处违法抓拍摄像头

已于9月28日正式启用，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取证

本周日一起去
图书馆看古琴巡展

211辆运行校车
安全逃生“大演练”

责编 徐爽
美编 牟小璇
值班主任 律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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