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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新新公公交交高高大大上上，，手手机机没没电电随随时时充充
“中国红”纯电动空调公交车正式开跑，车上多处人性化设计让市民惊喜不已

本报12月10日讯(记者 梁
莹莹 通讯员 李洪伟) “我
以前上班经常坐1路车，本来车
厢就小加上人多，非常拥挤，现
在换新车后车厢宽敞明亮，还
有空调，让我们市民切实感受
到了城市公交提档升级带来的
好处，乘坐免费的空调车，心里
别提多美了。”75岁的市民李洪
鹏高兴地说。12月9日，34辆12
米长的“中国红”纯电动空调公
交车正式上线运营，看到站台
驶进全新的1路公交车，不少市
民惊喜不已。试乘之后，他们由
衷地竖起大拇指。

热情奔放的红色车体，宽
敞温暖的车厢环境，安静平稳
的乘车体验，低踏板、可充电的
人性化设计，“中国红”纯电动
空调公交车的惊艳亮相，带给
市民很多惊喜。乘坐起来到底
是什么感受呢？记者进行了体
验。

“中国红”纯电动空调1路
公交车车门开度明显大于普通
的公交车，车厢踏板几乎与站
台齐平，乘客上下车无需再跨
越台阶，为有特殊需要的乘车
人群带来了方便。当天，全国道
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烟台市
人大代表孔德娟带着儿子牟村
一起参加了试乘。“以前台阶太
陡，像我上车就比较困难，现在
上车一步就可以，不费劲了。”
牟村说，新车低踏板的设计，让

行动不便的他，感受到了浓浓
的善意和关怀。

“新车采用的是宽通道设
计，所以车厢宽敞明亮了很
多。”有着12年公交驾龄的1路
车驾驶员牟建成告诉记者，车
也不用挂挡、踩离合，操作起来
更方便省劲。而且新车标配空
气悬挂系统，车辆经过拥堵路
段时，虽频繁起停，但车内乘客
依然能够保持平稳。

“冬暖夏凉”才是新车的最
大亮点：新车在车座底部装有
空调暖风系统，热气从下而上
慢慢扩散；而夏天，头顶的冷风
系统打开，冷风自上而下，迅速
降温。新车还设置了USB接口，
整个车厢共设有4处充电口，可
同时为8部手机充电。“太舒服
了，这样会不会坐过站？”一位
乘客调侃着说。

值得注意的是，车头右侧
还特别安装了热敏传感器，如
果探测到有行人出现在盲区
内，显示屏上的绿色小人就会
变为红色，并发出滴滴的报警
声，整套系统通过360度全景感
应，力求全面提升安全行车智
能水平。新车电池仓采用安全
环保的磷酸铁锂动力电池，一
次充电可续航230公里；车上所
有高压线路均用橙色波纹管包
裹并配置了自动断路器和人工
操作的安全系统，若整车出现
不安全故障可紧急切断高压系

统，同时安装了电池仓自动报
警灭火装置。

新的1路车按照季节性收
费，实行一票制，即冬夏两季开
空调时收费2元，其他两季取消
多票制不开空调收费1元。

优惠措施不变，现役士兵、
残疾军人、伤残人民警察、残疾
人、离休干部凭有效证件及1 . 2
米以下的儿童一律免费乘车，

60-64周岁老年人执行半价优
惠，65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持
卡乘车优惠折扣不变。

据悉，近年来烟台公交集
团新增、更新新能源公交车
934台，其中纯电动公交车736
台，油电气电混合动力公交车
198台。目前，主城区公交线路
实现清洁能源车辆全覆盖，其
中新能源公交车占全部公交

车比例达45%。烟台公交集团
第一汽车公司副经理方奎见
介绍，新车安装了被喻为“神
盾”的主动安全预警系统，包
括智能摄影摄像头、圆形监测
警示仪表盘等，一旦车辆发生
车道偏离或小于安全距离等
情况，系统将向司机发出警
报，提醒驾驶员及时修正并做
出正确反应。

我省“手机在线”(电话销售
体育彩票业务)上市以来，以其
安全规范、方便快捷等独特优
势得到了广大彩民的热情支持
和参与。为进一步答谢和回馈
广大彩民的支持和厚爱，省体
彩中心决定开展“投注体彩手
机在线，天天送华为M3平板电
脑，周周送沃尔沃XC60”主题促
销活动。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活动主题

投注体彩手机在线，天
天送华为M3平板电脑，周周
送沃尔沃XC60！

二、活动时间
2017年12月4日-12月31

日，共4周。

三、活动内容

投注抽奖送活动

活动期间，凡使用体彩
“手机在线”投注任意体育
彩票游戏，即有机会获得价
值 3 0 万 元 的 沃 尔 沃 X C 6 0
(升级版 )汽车一辆，还有机
会再获价值 2 2 8 8 元的华为
M3 (W i -F i版 4G+ 6 4G )平板
电脑一部。

1、抽奖办法
(1)汽车抽奖活动以周为

单位，每周一从上一周投注
的用户中抽取一名幸运者 ,获
得沃尔沃XC60(升级版)汽车
一辆。共组织4次抽奖。

(2)平板电脑抽奖活动以
日为单位，每日从昨日投注
的用户中抽取2 0名幸运者，
各获华为M3平板电脑一部。
共组织28次抽奖。当日抽奖，
同一用户不兼中兼得。

抽奖依据投注电子票号

数据，幸运者展示形式为投
注账号、姓名 (姓不打码，名
打码 )、手机在线注册手机号
(中间4位打码)。

2、抽奖结果公布
抽奖结果通过山东体彩

网、“山东体彩”微信订阅号、
“手机在线”销售平台等渠道
公布。

3、领奖办法
(1)汽车领奖
抽奖次日起开始领奖，

2 0 1 8年 1月 1 2日为领奖截止
日，逾期不领视为自动放弃
资格。

必须由幸运抽中者本人
至省体彩中心领奖，携带有
效身份证件并提供“手机在
线”投注账号，由工作人员系
统验证身份成功后，办理领
奖手续，领奖人须签字确认。

汽车分四次颁奖，颁奖地点
设在省体彩中心，颁奖时间
分别为12月13日、12月20日、
12月27日，2018年1月3日，可
根据领奖人实际情况调整。

汽车所有权归中奖者所
有，不可折现，税费、上牌等
各种费用由中奖者承担。购
车发票只能开具给中奖者本
人。

幸运抽中者须准备现金
缴纳20%的个人偶然所得税，
由省中心代收代缴，并出具
代缴证明。车价为30万元，个
人应缴纳偶然所得税6万元。

(2)平板电脑领奖
由北京壹平台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联系中奖彩民配
发，2018年1月12日前始终联
系不上的，视为自动放弃领
奖资格。华为M3平板电脑通

过顺丰快递寄出。快递须由
中奖者本人签收，并在签收
单上复写手机在线注册姓名
及手机号。

本活动解释权归山东省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特此公告。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7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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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两所所高高校校在在烟烟台台招招民民航航飞飞行行学学员员
限高中毕业男生报名

本报12月10日讯(记者
张菁) 烟台市气象台10日
15时10分发布道路结冰黄色
预警信号：受较强冷空气影
响，10日夜间到12日，烟台市
大部分地区将有一次降雪天
气过程。其中北部地区有小
到中雪，局部大雪，其他地区
有小雪；北风，海面最大风力

7级阵风8-9级，陆地6-7级；
同时气温偏低，路面将出现
积雪和结冰，请注意预防。

防御指南：交通、公安等
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道路结
冰应对准备工作；驾驶人员
应当注意路况，安全行驶；行
人外出尽量少骑自行车，注
意防滑。

烟烟台台发发布布道道路路结结冰冰黄黄色色预预警警
1100日日夜夜间间到到1122日日，，局局地地有有大大雪雪

本报12月10日讯(记者 李
楠楠) 10日，记者从省招考院
获悉，山东省2018年度民航招
收飞行学员工作的通知发布，
10所高校拟在山东省招收飞行
技术专业本科生491人。其中两
所高校面向烟台招生。

据悉，参与招生的10所院
校分别是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
院、中国民航大学、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滨州学院、沈阳航空航

天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南
昌航空大学、安阳工学院、烟台
南山学院、山东交通学院。面向
烟台市招生的为南昌航空大学
和烟台南山学院。

凡符合2018年普通高等学
校考试夏季高考报名条件及民
航飞行学员选拔条件，且出生
时间为1998年9月1日至2002年
8月31日之间的高中毕业男生，
均可参加生源地对应院校的报

名。需要注意的是，军队招飞预
选体检合格的考生不允许报
名，其中，如果考生复选后不符
合军队招飞条件，可以再报考
生源地对应的民航招生院校。

须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
平台登录“中国民用航空招飞
信 息 系 统 ”( h t t p : / /
gaokao . ch s i . c om . cn/gkz t /
mhzf)，进行信息查询、考生注
册、填报招飞志愿。

市人大代表孔德娟带着儿子参加了新车试乘。 本报记者 梁莹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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