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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
今日威海

环翠区15辆新校车投入运营
每辆校车安装4个GPS系统，并将天天安检
文/片 本报记者 刘洁

本报威海2月1 2日讯
(记者 侯书楠) 近日，记
者从高区教育局了解到，
受威高集团部分搬迁至初
村镇影响，3万职工人员将
拉动初村镇幼儿园及中小
学发展，今年规模将扩大，
仅十五中投资费用预估高
达800万元左右。

据高区教研中心主任
张宗一透露，今年5月8日，
位于世昌大道附近的威高
集团将厂房大规模搬迁至
初村镇，受此影响，未来几
年内可能有高达3万员工跟
随调度。“初村镇的幼儿园
和中小学迎来发展契机，
规模会扩大。”张主任分析
认为，由于年轻员工众多，
将在初村镇建立一所新幼
儿园，满足需要。十五中校
长崔汝友告诉记者，目前
中学的学生人数在440人左
右，10个班级。威高集团搬
迁可能会使学生人数增加
到850-900人，按照每班50

人的设置，可能增加到18个
班级以上。“这对学校的硬
件设施提出了很高的要
求，我们必须得扩建。”

根据十五中校舍改造
及硬件配备方案，包括基
础施舍改造、教学器材配
备、卫生保健、校园绿化等

27项工程，初步预算达880

万元多。若按照18班以上建
设，还要再建设一幢12600

平方米的办公楼，造价也
得数百万元。而在各项明
细表里，仅体育器材设施
配备就达上百种，美术室
配备器材多达33种，受益最
大的是初村镇的学生们。

“学校的硬件设施上来了，
我们的师资力量也在壮
大，教学质量不输给城里
的中学。”崔校长笑着说。

由于十五中地处乡
镇，学生家庭条件较城里
存在差距，学校除了减免
学杂费，也减免了学生的
课本费，“初村的学生现在
就是免费上学，在学校就
收饭费和一套辅导书费，
加起来不过三四百元。一
些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
我们也免去了他们的饭
费。”崔校长说。

尽管如此，张宗一主
任仍感到学校存在一定压
力，“高区算是威海市的城
乡结合部，外来人口众多，
每年新增加的小学生多达
1000人，这几年每年都要扩
建一两所学校，每年也要
招一大批老师，即便是这
样，老师的资源还是满足
不了学生的需要。”

本报威海 2月 1 2日讯
(记者 冯砚农 ) 新学期
来临，精明的商家抓住这
一机会将“开学经济”炒
得火热。1 2日，记者走访
市区各大商场超市看到，
各种文具、资料书籍都被
摆在了显眼的位置，与学
习相关的电子产品迎来
了消费高峰。

12日上午，文化路小商
品批发市场内，正在为读
小学的儿子挑选文具的苗
女士告诉记者，每学期开
学都要来给孩子采买一
次。小到铅笔、写字本，大
到书包、文具盒一样都不
少。“全部买下来200多元。”
苗女士说，现在的孩子都
图新鲜，新学期、新文具能
给孩子带来学习的干劲。

随后记者来到位于新威
路的一家图书批发市场看
到，批发市场内各种辅导书
籍都被摆在了显眼的位置，
不少家长手里拿着记有辅导
书籍名称的纸片挨个摊位寻
找。据销售人员介绍，初、高
中辅导书籍销售火爆。“比平
时至少多了两三倍。”

除了文具、书籍热卖
外，电子书、复读机、学生
电脑等一系列电子产品也
颇受学生家长的青睐。面
对几百元、上千元的学生
电子产品，家长们眼睛都
不眨就买下来。市民李先
生说，现在条件好了只要
父母有能力，都会尽可能
的满足孩子的各种需求。

“不能让孩子输在学习用
品这种硬件上。”

签订师德承诺书、同研同备课、整理教室卫生，从2月
11日开始，南山小学全体教师齐聚校园为开学做准备。这
是12日上午南山小学一班级的正副班主任老师在清理本
教室卫生。

本报记者 高洪超 通讯员 薛红伟 摄

文具书籍热卖 电子产品受宠

一辆校车安4个GPS系统，投资200余万建监管中心
11日8点30分，在羊亭镇

羊亭学校，15辆崭新的国家
标准化新校车运营模拟演
练开始，小学生们在安全员
的指导下有序地上车，然后
安全员逐一查看学生的安
全带是否系好。随后，校车
依次出发，驶出校园。记者
在其中一辆校车上看到，与
传统的校车不同，新校车每

个座位上都安有安全带，全
车上安装了4个可视GPS定
位系统，包括司机在内的所
有乘坐人员均在监视范围
内。

除此之外，随车的安
全员还告诉记者，新校车
投入运营后，每辆车将专
门配备一名负责学生安全
的工作人员，车速每小时

不得超过60公里，若发现
驾驶员违规现象，监控人
员立即电话通知其改正，
对违章司机给予处理，严
重违章者将做出除名等相
应处罚。

参加新校车启动仪式
的环翠区教育局负责人介
绍，根据《环翠区校车管理
办法》，环翠区投资200余

万元，建成“环翠区校车监
管中心”，为每辆校车配备
车载GPS系统及监控探
头，实现了对全区所有校
车的全程实时监控，进一
步提升了校车安全监管水
平。城郊公交公司负责每
车聘用一名随车照管安全
员，全程照管乘车学生，安
全管理更加到位。

年底前，43辆合同到期校车将全部更新
据了解，威海市校车

工程从2002年开始起步，
主要采用政府补助等方式
实现校车推广。截至2011

年底，全市共有各类校车
592辆。在以往“政府补贴，
社会参与，市场化运营”的
运作模式下，校车多属于
个人经营或属村集体车
辆，责任主体不清，一旦出
问题，很难追究到校车事
故责任方。加上成本增加
等因素，个别校车存在着

超员或超速等问题。威海
市教育局提供的数字显
示，2002年，一辆校车5万
元，政府一次性补贴1 . 5万
元，车主实际购车价格3 . 5

万元。而现在，一辆校车13

万元，政府一次性补贴1 . 5

万元，实际购车价格是
11 . 5万元，是2002年的3 . 3

倍。
面对现状，环翠区对

全区校车运营现状、运营
模式、安全监管等情况进

行了全面调研，并积极与
威海市城郊公交公司沟
通，最终确立了“政府购买
服务、专业公司营运、统一
规范监管”的校车新模式，
由镇政府与城郊公交公司
签定合作协议，城郊公交
公司负责农村公办学校、
幼儿园校车采购、运营和
管理工作。

新学期开学后，环翠
区以桥头镇、羊亭镇为试
点，将两镇2012年2月运营

合同到期的15辆校车停止
运行，由城郊公交公司购
置15辆新校车投入营运，
政府负责15辆校车全年的
运营费用。在综合考察公
司运营能力、服务质量的
基础上，逐步在全区推广
该校车运营模式。到今年
年底，全区4个镇现有的68

辆校车中，先后有43辆校
车运营合同到期，届时将
更换为新校车，实现校车
运营新模式的全覆盖。

新校车将天天安检，司机培训考试很严格
在新校车启动仪式

上，威海城郊公交公司总
经理孙军介绍，为确保校
车运营安全万无一失，城
郊公交公司专门成立了

“校车管理中心”，选派责
任心强、驾驶技术过硬的
驾驶员队伍和随车照管安
全员队伍，坚持校车天天

安检制度，按照校车安全
服务标准开展日常工作，
加强与教育、公安、交通等
部门的联系，努力把校车
安全管理工作做好。

记者了解到，新校车
驾驶员和随车照管安全员
已全部招聘到位，并于日
前开始接受岗前培训，目

前已经培训完毕。新校车
驾驶员需持有相应准驾车
型驾驶证3年以上，且3年内
未发生过交通死亡责任事
故、任一记分周期内无累
计记分满12分记录。接受培
训及考试合格后，驾驶员
和随车照管安全员都需签
订安全责任状，持相关部

门发放的工作证上岗。
另外，威海市城郊公

交公司还沿着各个校车运
行线路，对驾驶员和随车
照管安全员逐一介绍了校
车停车时间、停车点、路
况、注意事项等，确保驾驶
员和随车照管安全员切实
掌握服务标准。

新新校校车车启启动动仪仪式式后后，，小小学学生生们们依依次次乘乘车车体体验验新新校校车车。。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刘刘洁洁 摄摄

威高集团部分搬迁至初村镇，届时将迁来3万职工

初村中小学今年将大幅扩建

迎接新学期
本报威海2月12日

讯 (记者 吕修全 通
讯员 刘金龙 ) 新学
期开学在即，10日上午，
交警三大队联合经区教
育局对经区辖区78辆校
车进行了全面体检。其
中有18辆校车因存在私
改车型、安全通道不畅、
未配备灭火器、安全锤
等问题被要求限期整
改，整改车辆经复查合
格后方准继续营运。

10日上午9点许，交
警三大队民警会同经区
教育局工作人员对经区
各中、小学校分管安全负
责人、校车所有人、校车
驾驶人共85人进行了集
中安全教育，要求安全负
责人和校车驾驶员要高
度重视校车安全，抓好自

查自纠，消除各类安全隐
患。民警对校车驾驶员们
强调了在校车运行过程
中要坚持依法驾驶，杜绝
校车超速、超员行为以及
饮酒后驾驶等交通违法
行为。

随后，民警及工作人
员在凤林学校和崮山中
学两个集中检查点对辖
区全部78辆校车的安全
技术状况进行了检查，重
点检查车辆灯光、制动、
雨刷、消防器材以及车辆
轮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检查过程中，共有18辆校
车因存在轮胎磨损严重、
私改车型、安全通道不
畅、未配备灭火器、安全
锤等问题被要求限期整
改，整改车辆经复查合格
后方准许继续营运。

本报威海2月12日讯(记
者 侯书楠) 2月13日，全
市中小学将迎来龙年新学
期。记者从高区教育和交警
部门了解到，高区4所学校
的校车座位是固定的，每个
座位对应着一位学生。

据高区教育局局长左
玉健介绍，高区教育局一共
出资配备了4辆校车，全部
用在初村镇中小学，十五中
和初村小学各两辆。12日上
午，记者看到了这四辆校
车，分为45座和42座两种，均
为去年年底新换上的。“原
来的校车比较小，也不够学
生乘坐，这四辆车可以满足
71位中学生和85位小学生
的乘车需要。每辆造价大约
19万元。”左局长说。

上午10时许，市交警四
大队办公室主任肖军晓也

来到十五中，对校车安全进
行检查。挡风板上贴着明显
的校车卡通标识，车内配备
了灭火器。而在车内壁贴着
校车线路，每个座位上面还
贴着姓名，校长崔汝友解释
道，“每个座位都是固定到
个人的，学生只能坐在这个
位置，不能随便坐，这样也
方便老师管理。”据了解，随
车的领导和老师手里也有
一份座位表，每次出发前要
清点人数。

这四辆校车还有一
个特殊之处就是便宜，每
天的车费仅收一元钱，如
此便宜的车费也吸引了
不少学生“抢座”。崔校长
说，“一般情况下，学校周
围2公里内的孩子不需要
坐校车，骑自行车或者步
行就行。”

经区78辆校车全面体检

18辆因有安全隐患被要求整改

车费一天仅一元

高区中小学生乘校车有“专座”

2月11日，威海
市环翠区新校车开
通仪式在羊亭学校
举行。此次投入运
营的15辆国家标准
化新校车，全部采
用“政府购买服务、
专业公司营运、统
一规范监管”的校
车运营新模式，由
威海城郊公交公司
具体运营。按照规
划，年底前43辆运营
合同到期的校车全
部更换为新校车，
今后3年内全区所有
校车将全部置换成
国家标准化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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