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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市南

航运服务业协会成立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刘腾腾) 10

日，市南区成立全国首家航运服务业协
会，51家物流、货运企业成为协会成员，
协会成立后，将会规范物流、货运行业的
运营，建立统一的企业服务标准，抵制行
业乱象。

据介绍，市南区内汇聚着岛城80%的
航运企业，物流企业达3146家，2012年，全
区外贸进出口总额达147亿美元，交通运
输、仓储及邮政业增加值74 . 73亿元。虽然
航运行业发展繁荣，但依然存在一些问
题。针对当前航运服务企业信息共享性
差、缺少信息沟通平台这一现状，市南区
整合全区航运服务产业优质资源，成立
了全国首个航运服务业协会，协会吸纳
了9家世界500强、行业100强、央企为成员
单位，同时邀请省船员协会、海事法院等
机构作为理事单位，搭建互融共通的交
流服务平台。

协会成立后，将建立物流、货运企业
统一的服务标准，规范企业的运营，加强
行业自律，提升行业影响力，打造一个口
岸服务功能健全、总部机构集聚、市场交
易信息完善、航运服务人才储备充足的
东北亚国际航运服务中心。

模拟驾考，市区开专用场地
全市首家驾考电子模拟考场下周启用，随车带GPS，可进行仿真科目三模拟考

本报7月10日讯(通讯员 冷
晓阳 记者 赵波) 除了惜福
镇，以后在李沧区衡阳路也可进
行模拟驾考了。为解决因训练场
地不正规通过率不高的情况，市
区首家模拟电子考场将于下周
正式启用，模拟考试车随车带
GPS、可完全仿真模拟科目二和
科目三考试。

10日9时30分，在李沧区衡
阳路洁达驾校内科目二练习场
地，有两辆训练车格外特别，这

两辆车从外观看跟惜福镇的考
试车一样，车上均带GPS定位、
语音播报功能，训练车正在“桩
上”练习考试项目。前来模拟考
试的学员排起了队。学员张先生
说，平时虽然练得不少，但是不
知道到底练得怎么样，通过这样
的仿真模拟，可以知道自己哪里
出问题。车上的引考员介绍，训
练车上装配了卫星定位、数据传
输等技术设施，训练车先后经过
了红外线、电磁感应改装，定位

可以精确到1毫米，学员模拟驾
驶后可即时知道练习的成绩。

“这是科目二模拟电子考
场，学员可以在这里练习和考试
几乎一样的内容。”洁达驾校办
公室隋先生介绍，科目二模拟考
场自4月启用以来，现在已经有
2000多人次通过了模拟考试。

据介绍，整个科目三模拟
考场长度大约1 . 3公里，虽然比
正规的考场要短，但是所有的
考试项目全部包括，有直线行

驶、百米加减档、掉头、靠边
停车等十个项目。“以前大家科
目三模拟只能去惜福镇，不仅
要排队还只能晚上练，从下周
开 始 学 员 白 天 就 可 以 联 系
了。”洁达驾校的负责人介
绍，现在除了科目二可以模拟
考外，科目三的模拟训练场目
前也已经建设完毕，预计下周
就能投入使用，从下周一开
始，学员可以进行预约，练习
时间从早6点至晚7点。

本报7月10日讯(通讯员 孙健 记
者 赵波) 10日，记者从青岛市道路运
输管理局获悉，受雁山立交桥道路施工
的影响，北向南途经此路段的公交线路
自7月12日起调流运行，涉及219、374、310

路3条公交线路。
据悉，219路南丰路——— 南海路方

向，自“山东路北站”站，沿重庆南路———
鞍山二路(增设“鞍山二路北站”临时
站)——— 抚顺路至“鞍山二路”站恢复原
线行驶，临时取消原“理工大学”站。374路

长城路——— 海洋地质所方向，自“山东路
北站”站，沿重庆南路——— 鞍山二路(增
设“鞍山二路北站”临时站)——— 抚顺
路——— 山东路至“南宁路”站恢复原线行
驶，临时取消原“理工大学”站。310路洛东
小区—航空疗养院方向，原“鞍山二路北
站”临时迁至鞍山二路上(桥头)

另外，重庆南路上的原“山东路北
站”(北——— 南方向)北移30米。12路、208路
原“山东路北站”站移至南京路上。其他
不变。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周衍鹏 通
讯员 刘健 管怀香) 雁山立交桥本
周末封闭施工，四方交警部门近日在立
交桥下设置隔离护栏，同时公布行车路
线。

10日，记者从四方交警大队获悉，原
本预定8日雁山立交桥北向南方向辅道
封闭施工，由于重庆南路西侧半幅施工
尚未完工等原因，预计本周末才能正式
封闭施工。现在雁山立交桥底已经设置
隔离护栏，主要是为重庆南路雁山立交
桥下层双向交通做好准备。但民警近日
在现场执勤中经常遇到途经车辆不知如
何行驶的情况，特此提醒途经此处车辆
应该怎样走：

具体行车方案为：在重庆南路雁山
立交桥北向南方向辅道正式封闭施工
前，北向南途经此处车辆可由辅道方向
通行，也可由重庆南路雁山立交桥下层
通行；

重庆南路雁山立交桥北向南方向辅
道正式封闭施工后，禁止车辆通行，北向
南途经此处车辆必须经由重庆南路雁山
立交桥下层通行；

重庆南路雁山立交桥下层已经由隔
离护栏分为双向交通，北向南方向隔离
为两个机动车道，南向北方向隔离为一
个机动车道，南向北途经此处车辆可由
桥底的一个机动车道通行，也可由重庆
南路雁山立交桥南向北方向辅道通行；

为减少路口通行交叉点，在重庆南
路南京路口，禁止南京路车辆左转弯进
入重庆南路(公交车除外)、禁止重庆南
路车辆左转弯进入南京路(公交车除
外)；

施工期间，北向南通行车辆可提前
由萍乡路、清江路绕行；南向北通行车
辆可提前由鞍山二路、山东路绕行，另
外请按照施工现场设置的引导标志减速
慢行，注意安全。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周衍鹏 通讯
员 陈刚 栾心龙) 为缓解小区内交通拥
堵及停车难问题，11日起，李沧区北山小区
实施微循环，北山一路、二路及三路均由双
向行驶改为单行，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
员依照调流指示牌正确行车。

据了解，李沧区北山小区位于源头路、
枣园路、京口路、果园路区域，包含北山一
路、北山二路、北山三路三条道路，紧邻繁
华的李村商圈，周边属于老居民区，居民居
住集中，汽车保有量较大，停车难问题突
出。而北山小区内的道路均为双向通行，由
于小区内道路狭窄、车多，从小区驶出的车
辆经常与进入小区的车辆发生拥堵，居民
不满，希望交警部门进行规范。

经过认真调研，交警支队决定将北山
居民小区现有的北山一路、北山二路、北山
三路三条双向通行的道路，调整为单向交
通，具体为：

(一)北山一路调整为北向南单向行驶，
道路西侧施划停车泊位，北山一路源头路
路口南向北禁止通行、北山一路与金岭路
中间无名路东侧禁止右转弯、金岭路北山
一路南向北禁止通行，同时施划地面导向
箭头；

(二)北山二路调整为南向北单向行驶，
道路东侧施划停车泊位，北山二路与金岭
路中间无名路东向西禁止左转弯、西向东
禁止右转弯、北山二路金岭路路口北向南
禁止通行、果园路北山二路路口北向南禁
止通行，同时地面施划导向箭头；

(三)北山三路调整为南向北单向行驶，
道路东侧施划停车泊位，北山三路源头路
路口南向北单向行驶、北山一路与金岭路
中间无名路东向西禁止左转弯、西向东禁
止右转弯、金岭路北山一路路口北向南禁
止通行，同时地面施划导向箭头。

莱西供电：

一场大雨后的“应战”

7月9日，连续多天的高温天气终于
告一段落，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突降莱
西，国家电网莱西市供电公司运维检修
部迅速组织特巡队伍，检查所辖的变电
站排水系统、机构箱情况，确保变电站
雨后安全稳定运行。

(邢宪蕊)

李沧区人口计生局

创新反馈机制

简化工作互动渠道

随着信息化产业的高速发展，在计生
工作中QQ也正替代着传统的“电话通知反
馈”模式。根据QQ的使用频率日益增多这一
特点，李沧区计生局也创新反馈机制，建立
了与计生专干随时通过QQ留言的形式反
馈工作中的问题，并安排人员及时的答复
和解决工作中遇到问题的处理方法，使问
题在一线解决，不断创街道与社区、与群众
个体更好的沟通交流的平台，起到上情下
达、下情上传的作用，让计生工作有一条顺
畅的互动渠道。

10日，在费县路
与郯城路路口，工人
正在拆卸一处路灯。
据现场工人介绍，此
处将要划入地铁施工
区域，所以要将区域
内的路灯进行拆除，
为 地 铁 施 工 “ 清
道”。

本报见习记者
杨广帅 摄影报道

为为地地铁铁让让路路

桥下设隔离护栏调流

三条公交线路调流

北山小区

实行微循环
北山一、二、三路均调整为单行

雁山立交桥周末施工
出行可提前选好线路

交运

开校车将持证上岗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蓝娜娜) 开

校车也要持证上岗了。10日起，交运
温馨校车对2000多名校车驾驶员、随车
照管员进行岗位技能专项培训。

10日，“2013年交运温馨校车驾驶员
随车照管员岗位技能培训”在崂山张
村河小学开班。交运温馨校车总经理
毛德丰介绍，所有人员将进行为期一
个月的专项技能培训，包括职业道德
规范、中小学生心理特征分析、驾驶
安全操作、照管员服务礼仪、突发事
件应急处置和车辆维护使用等专业技
能知识以及交运品牌建设等相关知
识。

由于国内尚无校车管理人员技能
培训的专门教材，因此交运温馨校车
针对校车驾驶人、随车照管员的岗位
特点，根据相关法规，以及从业人员
职业特点和技能要求，编纂印制了国
内第一套校车驾驶人、随车照管员的
职业技能培训教材。

“这次培训的讲师由一线员工、
专业技师、管理人员三方组成，预计8

月初组织所有培训人员考试，合格者
取得由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颁发的专项技能证书。今后，我们公
司凡从事校车一线工作的人员都将持
证上岗。”交运温馨校车公司总经理
助理兼人力资源处处长刘晓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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