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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条公交线

明起执行新线路

全国人民调解宣传

工作会在烟召开

9月2日至3日，全国人民调解宣
传工作座谈会在烟台市召开。会上表
彰了年度人民调解宣传工作先进集
体，烟台市司法局作为人民调解先进
单位在会上作交流发言。

本报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原永朋

“坏了，包没了，钱没了。”9月1

日，张先生下了出租车才想起，包落
在车上了，里面装有刚从银行取的5

万多元现金。张先生赶紧求助市交警
三大队，民警调取监控查找到出租
车，最终帮张先生找到丢失的5万多
元钱。2日，张先生满怀感激地将一封
代表全家的感谢信，送到了交警三大
队的办公室，对民警表示感谢。

1日上午9点多，张先生在银行取
完钱后，为了赶时间同时也是为了保
险安全，就招手上了一辆出租车。下
车后才想起包落在车上。想到这里，
张先生赶紧来到市交警三大队求助，
此时分控中心大屏上显示的时间是9

点40分许。
直到下午4点45分，经过交警反

复比对，终于在茫茫车流中，锁定了
张先生乘坐的出租车。傍晚时分，张
先生领回了自己的皮包，里面的现金
和各种证件，分毫无损。
本报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王建

5万现金落出租上

交警帮忙找回

近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海阳港
区口岸扩大对外开放，此次开放范
围包括12300米岸线共10个泊位，烟
台市港口一类开放口岸因此由6处增
至7处。

据了解，一类开放口岸是指由
国务院审批，允许中国籍和外国籍
人员、货物、物品和交通工具直接出
入国（关、边）境的海（河）、陆、空客
货口岸。海阳港分为东西两个港区，
西港区一期工程已于2008年投入运
营，现有泊位5个，包括1万吨级杂货
泊位2个、5000吨级杂货泊位1个，3000

吨级的舾装码头1个，500吨级的油品
码头1个，年设计吞吐量180万吨。东
港区近期规划10个2-5万吨级杂货通
用泊位，东侧规划为中远期特种作
业区。

本报记者 李静 通讯员 吕
连兴 阎婷

海阳港一类口岸

开放获批

莱州市文峰路街道阳关村徐广
站家有一棵18年的“仙人树”，有2 . 6

米高。仙人掌长成“树”，这本身就很
少见，可今年这棵仙人掌又意外地长
出16个约8厘米长、2厘米粗的仙人
果。

“仙人果还好吃，哈密瓜味。”老
徐说，这棵仙人掌已连续4年结果了，
前几年每年只结两三个，今年一下结
了16个，“村民们都觉得仙人掌结果
在咱当地是件很罕见的事。这种东西
很好管理，在生长期时，追一点肥料，
浇足水；等花盆里的土干后再浇水。
冬天基本不大用浇水。”

据专家介绍，仙人掌是一种耐旱
耐热植物，常在炎热的大沙漠环境下
生长。仙人掌在原生长地开花结果是
再正常不过的事，可是平时养植能开
花并结这么多果，确实少见。《中药大
辞典》记载，仙人掌果具有行气活血，
祛湿退热等作用。仙人果富含碳水化
合物和纤维素，能调节脂肪代谢，提高
免疫力，还可防治便秘、痔疮等疾病。

本报记者 柳斌 通讯员 马
德秋 孙政黎

18岁仙人掌

结了16个“仙人果”

近日，烟台开发区消防大队监督
人员对辖区内恒达工业园、中长兴工
业园区内各类型企业进行检查并对
其火灾隐患进行排查整治。

检查中发现，烟台毓盈服饰有限
公司厂房东侧安全出口处堆放货物，
占用消防疏散通道。该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
第四项的规定，对此，检查人员依法
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对该单
位作出罚款人民币三千元的行政处
罚并责令单位负责人务必在规定期
限内将火灾隐患整改完毕。

本报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董斌 张镨予

占用消防疏散通道

企业被罚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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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罗实用资讯，服务市民生活

3日7时许，长岛县南隍城乡政
府接上级通知，辽营渔 3 5 2 0 7船在
长岛县北部岛屿附近海域遇险，船
员急需救助。经过仔细研究，南隍
城乡派出救援经验丰富、熟悉海况
的 5人救援队伍和 3 0 0马力救助船
只出海营救。

10时20分许，经过3个多小时海
上搜救，救援人员终于在南隍城岛东
南海域25海里附近将遇险船只和4名
船员成功营救。

据悉，遇险船只为辽宁营口籍，9

月1日从当地出发，前往威海市石岛
进行海上作业，途经事发海域，主机
发生故障，因海上通讯受限，已在海
上被困2日。

本报记者 赵金阳 通讯员
马群群

辽宁渔船被困两天

长岛成功救援

3日，记者从市交警支队了解到，
从9月6日零时起，新桥西路部分路段
将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全幅封闭施工，
全封闭的路段为从芝罘屯路与新桥
西路交叉路口西侧至烟台三环锁具
销售处对面铁路涵洞之间的路段，预
计改造施工将于10月5日完成。

9月5日下午，市区南大街大海阳
路口至西炮台南路的半幅封闭施工
将结束，这一路段届时将恢复双向正
常通车。新桥西路北段道路全封闭施
工期间，新桥西路和新桥东路将禁止
车辆通行。

交警提醒选择从东方旧货市场
或前进路西段绕行的市民，由于这两
处地方道路狭窄，错车困难，极易发
生交通事故，希望市民谨慎选择通
行。如遇简单的交通事故，请立即拍
照取证后将车辆挪开，走快速理赔程
序即可。

本报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李娜 孙鹏

新桥西路北段

6日起全封闭施工

根据《2014年市区公交线路线
网优化调整方案》安排，自9月5日
起，6条公交线将根据方案进行线
路调整。

线路调整后，6路、18路撤出解
放路北首烟台山医院周边路段，不
再停靠烟台山医院站。

16路撤出福盈路、福新路和未
名路路段，不再停靠福安中学、祥
和市场站。由福泰公交场站发车，
按原线路行至幸福路与未名路 (格
林豪泰快捷酒店门前东西路 )交叉
口后，继续沿幸福路向南直行，行
至幸福路与福盈路交叉口后，继续
直行，恢复原线路。

49路撤出四马路、南山路等路
段。不再停靠三马路、市第一职业
中专、烟台十中站。由龙海家园场
站发车，沿原线路行至解放路与二
马路交叉口左转，沿二马路、虹口
路、滨海北路至旅游大世界。

59路撤出奇山南街、奇山东街
路段，不再停靠奇山南街、公交广
告公司（奇山小区）站，增停红旗东
路奇山小区站。由嘉禾乐天家居广
场场站发车，沿原线路行至红旗中
路与上夼西路交叉口后继续直行，
行至红旗中路与奇山东街交叉口
后继续直行，恢复原线路。

5 6路由体育公园延至上海滩
花园场站，增加汽车东站、刘家滩、
上海滩花园、于家滩站。上述线路
调整后首末班时间不变。

本报记者 孙健 通讯员
郝亮亮 李晓林

危险品运输车辆

重大节日禁上高速

3日，市运管处召开全市道路危
险货物运输安全生产会议，再次强调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的重要性。

会议要求全市货运企业严把行
政许可关，新进入道路的危险货物运
输市场车辆需进行预先审核，另外经
营范围为两种运输介质的道路危险
货物运输罐式车辆，将按照“一车一
罐一品”的要求，只保留一种运输介
质，并在9月30日前更换车辆的《道路
运输证》。到2014年12月31日，未加装
紧急切断装置的常压罐式危险化学
品运输车辆将终止运营。

会上强调运载爆炸物品、易燃易
爆化学品以及剧毒、放射性等危险物
品的运输车辆在冰雪、雾等恶劣天气
和重大节日、重要活动时禁止通行高
速公路。“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要
落实GPS监控制度，24小时实时监
控。”市运管处的工作人员介绍。

本报记者 孙健

2日下午4点左右，1路公交车鲁
FV6766驾驶员栾元久驾车由烟台人
才市场行至宫家岛终点站，在车上收
拾卫生时在后排座上捡到一个绿色
手提袋，打开一看，里面装着税务登
记证、组织机务代码、资质许可证、单
位公章、身份证等重要证件，他立即
上交到路队帮助查找失主。

当路队长多方查找失主时，场站
内急匆匆走来一位女士，找寻她丢失
的证件。原来市民张女士到审批中心
办事，走到半路才发现自己的手提袋
遗忘在车上。她心急火燎地打车追1

路车，一路上问了3辆车都没看到，抱
着一线希望到1路宫家岛终点站调度
室查找，没想到还真找到了。
本报记者 孙健 通讯员 许鸿梅

重要证件落车上

好心司机物归原主

80余位文化名人

手札展将亮相美博

5日，由烟台市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主办，中国作家书画院、烟台美
术博物馆承办的“绵绵向远——— 当
代文学与文化名人手札展”将在烟
台美术博物馆展出，展览将持续至9

日。
展览中将展出陈荒煤、陆石、浩

然、刘征、袁鹰、袁行霈、邵华泽、黄
永厚、王巨才、徐光耀、刘心武、莫
言、资中筠、李瑛、旭宇、阎纲、王立
平、杨匡满、荆歌、斯舜威、方英文、
刘家科、唐吟方、何申、刘湛秋、韩戾
军、黄君等80余位文化名人的手札作
品。
本报记者 陈莹 通讯员 王湘越

央视《阳光大道》

在海阳完成录制

日前，央视水上闯关节目《阳光
大道·为你喝彩》在海阳旅游度假区
凤翔滩风景区完成了特别节目“中
秋总动员”的录制。目前本期中秋特
别节目已经完成后期制作，将于本
周日（7日）晚6点5分在央视七套首
播，时长85分钟。“明星云集”+“家庭
总动员”是本期节目的最大亮点。
本报记者 李静 通讯员 吕连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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