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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充电桩年内亮相
20 座桩分布在四个区域，每座桩可同时给两部电动汽车充电

本报 10 月 17 日讯(记者

秦国玲 见习记者 李沙

娜 聂金刚) 17日，记者从东

营市供电公司获悉，年内将建
20 座交流充电桩，东营市也因
此成为继临沂、济南、淄博后

第 4 个建充电桩的城市。15

日，东营第一家电动汽车充电

桩营业厅开始勘察测量。

15 日，记者来到位于黄

河路 106 号附近的充电桩勘

测现场，市供电公司营销部

的王先生介绍说，经国家电

网、省电力集团、东营市经信

委同时审批，东营市内将建
20 座交流充电桩，分 4 组建

设，计划今年全部完成。根据

市供电公司的市场调查结

果，暂定的充电桩地点为开

发区营业厅、中心营业厅、金

辰路营业厅及黄河路 106 号

的奇瑞新能源 4S 店营业厅

附近。每家营业厅的分配数

量，将根据实地测量面积而

定，一般情况下，一组 5 座

桩。目前，东营市充电桩的建

设处于初期勘察测量阶段。

市供电公司技术部的工

作人员介绍，黄河路 106 号

附近，建设充电桩的面积大

约 1000 平方米，根据建成后

可能遇到的堵车等困难以及

充电桩厂家的要求标准，在

黄河路 106 号附近最少建设
4 座充电桩，每座充电桩及相

连的线路等长 3 米，宽 1 . 6

米，也就是需要占用 5 平方

米大小的地方，一座桩能同

时给两辆电动汽车充电。电

动汽车可根据车的型号选择

相匹配的插头充电。

记者从东营市供电公司

充电桩建设方案(草案)中看

到，充电桩的最大寿命是
10000 次。充电桩建成后，电

动汽车可以随时充电，最快

的需要 20 分钟左右，最慢的

需 3-5 小时，甚至 6 小时。目

前东营将建的充电桩都是交

流充电桩，直流充电桩还需

要在线路上安装相应的变电

设备。

关于充电桩的电价问
题，市供电营销部的王先生

称，在这方面还没出台详细

的政策规定，但收费是由物
价局根据当地消费水平的高

低决定的，而且接下来实施

的阶梯电价，可能也将对充

电桩的价格产生影响。

气温直降 7℃，穿衣一下子到了冬季

突然降温让人措手不及

本报 10 月 17 日讯(见

习记者 朱德蒙 通讯员

陈秀生) “一场秋雨一
场寒”，17 日的一场秋雨

让东营气温直降 7℃，白

天最高温度仅为 13℃。未
来两天，连绵的秋雨还将

继续，18 日会有小到中

雨。22 日气温将小幅度回

升，预报最高气温 22℃。

17 日早上，记者在市

区大街上看到，所有市民全

都换上御寒服装，有的市民

甚至穿上了羽绒服。

记者从东营市气象台

了解到，这种阴雨的天气

将持续到 19 日。19 日当

天还将发布大风警报，海

区风力将由 5-6 级转 6-7

级，阵风达 8 级，渔民出海

需要注意做好防范。20 日

这种阴冷大风天气会结
束，到 22 日气温将回升到

22℃。

东营市气象台工作人

员提醒市民，随着冷空气

的频繁侵袭，市民在外出

时，应注意增加衣物。

第二届万人象棋赛

东营赛区落幕

本报 10 月 17 日讯(见习
记者 张大宁) 16、17 日，

“体彩杯”山东省第二届万

人象棋比赛东营赛区决赛在

黄河影院举行，经过两天比

赛，17 日角逐出的前六名的

参赛选手，将组队代表东营

参加山东省总决赛。

本次决赛共有三县两区

和胜利油田的 8 支代表队
80 名选手参加，其中最小的

仅有 11 岁。比赛采用分组循

环制。

“体彩杯”山东省第二

届万人象棋比赛东营赛区比

赛的举行，标志着东营赛区

“百、千、万”活动决赛全面

打响。20 日-22 日，将在东营

市体校和东营市育才学校举

行百县篮球决赛，23 日还将
在东营市实验中学举行千校

乒乓球决赛。

据介绍，“百、千、万”活

动是指“百县篮球、千校乒

乓球、万人象棋”，是山东省

体育局推动全民健身活动的

重要赛事。活动期间，各区

县组织预赛、各市组织赛区

决赛，省体育局组织总决

赛。

黄三角律师服务团

17 日成立

本报 10 月 17 日讯 (见

习记者 张大宁 通讯员

毛杰 付凤) 10 月 17 日，

由 65 名律师组成的东营市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

建设律师服务团正式揭牌成

立。

据了解，根据黄河三角
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需要
重点提供法律服务领域的要
求，东营市有关部门从相关

专业领域选拔了 65 名优秀

律师组成服务团。律师服务
团由一名团长和 4 名副团长

组成。

律师服务团主要负责为
公司设立，项目投融资，基

础设施建设，园区建设，能

源设施建设，公路、铁路、港

口、机场交通设施建设等 7

大方面提供法律服务。

添衣太快也易感冒

本报 10 月 17 日讯(见

习记者 朱德蒙) 17 日，

东营市受降雨影响，最低

气温降到了 10℃。医院的

患者多了起来。医生提醒，

市民要随天气变化逐渐增

加衣物，还要加强锻炼增

强抵抗力。

17 日，记者在东营市

人民医院看到，前来看病
的市民络绎不绝，门诊候

诊室内坐满了等待就诊的

市民，挂号、取药的窗口前

也挤满了人。市人民医院

保健科主任沈彦明告诉记

者，受天气影响，这几天看

病的人非常多，夜间急诊

室的病人有一半以上是

因为感冒和腹泻。

秋天是流感的多发

期，尤其是老年人和儿童

等体质较弱的人群更容易
感冒。沈主任建议市民，一
场秋雨一场寒，穿衣也要
循序渐进，衣服要随着天

气变化一点一点加厚，这

样有助于自身抵抗力的增

强，天气一冷就穿上羽绒

服，天气回暖了接着脱下

来，很容易感冒。

沈彦明认为，市民最

好在秋初的时候就去注射

流感疫苗，流感疫苗每年

可以注射三次，现在市民

就可以前往医疗机构注

射。

今明两日仍小雨连绵

● 18日 小到中雨，气温 10℃-17℃，海区：5-6级转 6-7级；

● 19日 小雨转多云，气温 12℃-17℃，海区：5-6级转 6-7

级，阵风 8级；

● 20日 多云转晴，气温 10℃-17℃，海区：5-6级；

● 21日 晴间多云，气温 10℃-20℃；

● 22日 多云转晴，气温 12℃-22℃。

17日，一对母女迎风而行，孩子穿上了厚厚的保暖外衣。 本报见习记者 段学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