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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大十字路口最近为啥老堵车
记者调查：黄金顶隧道施工及立交桥设计缺陷是主因

烟台海河幼儿园

开展幼儿消防演练

本报6月27日讯 (通讯员
丛玲 王丽) 25日，烟台

市开发区海河幼儿园开展幼
儿消防演练，并邀请部分孩子
家长一同参与。

幼儿园老师王丽说，夏季
是用电高峰，开展消防演练的
目的是要让孩子知道不能玩
弄电器；其次要让孩子认识一
些消防标志，知道什么是平安
出口，什么是分散方向；三是
教会孩子在面对火灾时如何
自我防护，知道哪些地方不能
待，要及时拨打“119”火警电
话等消防常识。

消防演练中，幼儿园以讲
故事的方式向孩子宣讲了《幼
儿消防安全读本》，并以幼儿
园现有消防通道为基础，模拟
火场情况，以做游戏的方式组
织全校师生进行了火场自救
和疏散演习。

此次消防演练后，全园孩
子基本意识到了不能玩火，并
学会了一些自救常识；家长们
也意识到要改变一些生活中
的不良习惯。

莱州2012年农业

综合开发全部完工

累计投入资金1400多万元

本报6月27日讯 (记者
尹海涛 通讯员 所世涛
王杨 ) 日前，莱州市2012年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全部完工，
并通过烟台市审定。

莱州市2012年农业综合
开发项目共有4个项目，分别
为朱桥镇高标准农田示范项
目、龙潭大姜合作社中低产田
改造项目、优质小麦高产综合
配套技术示范推广项目和产
业化贷款贴息项目，累计资金
投入达1 4 0 0多万元。截止到
2013年5月上旬，4个项目全部
完工，项目计划投资和任务工
程量均完成100%。

近年来，莱州市农业综合
开发工作按照发展现代农业、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总体部署，紧紧围绕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这一目标，以强
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
以建设高标准农田和优质粮
食生产基地、加快农业发展为
核心，圆满完成了年度农业综
合开发各项工作。

据介绍，自1997年实施农
田综合开发工作以来，莱州市
累计开发整理农田21万亩，连
续多年在烟台现场测评中排
名第一。在项目区形成“田成
方、林成网、沟相连、路相通”
的格局，为农业技术的推广应
用、农田产量提高、农民增收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龙口特检甘于奉献

企业送锦旗致谢

本报6月27日讯 (通讯员
王坤) 近日，南山集团王

经理亲自将一面锦旗送到烟
台特检分院龙口工作站，对
该站利用周六、周日加班对6

台余热锅炉进行水压试验表
示感谢。

近年来，烟台特检分院
龙口工作站紧紧围绕“主动
服务、感动服务、超前服务”
的工作理念，提升服务水平，
提高服务质量，用实际行动
为建设“美丽富庶和谐幸福
新龙口”做出特检人应有的
贡献。

本报 6月 2 7日讯 (记者 于
飞 通讯员 王建 ) 近日，许
多市民致电本报热线6610123反
映，鲁东大学附近的青年南路与
红旗中路十字路口拥堵，早晚高
峰，要半个小时才能通过路口。
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到，近期，
黄金顶隧道施工，周边通行能力
下降，导致早晚高峰时段出现拥
堵。

27日上午11点左右，记者来
到鲁东大学附近的十字路口，看
到南北方向的车流量依然比较
大，东西方向的车流量能相对少
一些。在鲁东大学门前做生意的
王先生告诉记者，早晚高峰的时
候，这个路段比较拥堵，过了高峰
之后就会通畅许多。

交警三大队民警介绍，青年
南路与红旗中路十字路口处，有

多所学校，在周一早高峰和周五
晚高峰的时候，有许多家长接送
孩子，所以会比较拥堵。但是周
二到周四期间，拥堵情况不是特
别严重，一般车辆最多需要两个
信号周期就能通过路口。为提高
通行效率，交警部门对信号灯配
时进行了最优设计，在早晚高峰
都有不同变化，而且已经取消了
信号灯手动调整方式。

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到，
由 于 黄 金 顶 隧 道 西 口 正 在 施
工，致使该路段的通行能力下
降，再加上许多司机为了避免
在黄金顶隧道西口拥堵，就到
青年南路与红旗中路十字路口
处分流绕行，这样本该直行向
西的车流就会向两侧汇入，一
定程度上也使得这个十字路口
的通行能力下降。

本报6月27日讯 27日上
午，烟台市委书记张江汀到莱
州市部分街道、社区、企业，就
加强基层党建工作进行调研，
向工作在一线的广大党员干
部表示亲切慰问。市委常委、
秘书长李树军陪同调研。

张 江 汀 在 调 研 时 说 ：机
关、学校和企业党组织和党员
要积极融入所在社区，通过参
与社区活动、服务人民群众来
保持和提高党的先进性；要切
实加强党的群众工作，深入开
展 部 门 包 村 、干 部 联 户 等 活
动，推进领导机关和党员干部
深 入 基 层 联 系 群 众 、服 务 群
众。

本报记者

一些市民提出建议，如果该
路口东侧的立交桥能延伸过青
年南路，车流下了立交桥也避开
了信号灯，通行速度肯定会快起
来，但是现在车流从立交桥下来
后即是信号灯，又面临停车的问
题，立交桥似乎失去了作用。

交警部门坦言，该处立交
桥的设计确实有不合理的地
方，没有适当延伸，而且辅道设
计不完整，导致东向驶来的车
辆要进入机场路，必须在下了
立交桥后掉头，而不能够通过
辅道进入机场路，这样也失去

了立交桥的作用。民警介绍，高
架担当着城市快速路的作用，
但是立交桥没有合理完工，使
其发挥不出该作用。不过，有关
部门正在对立交桥的辅道进行
再规划。

本报记者 于飞

格市民建言

立交桥能否

延伸至青年南路

格政闻速递

张江汀到莱州

调研基层党建工作

本报6月27日讯 27日，市
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
议在东山宾馆举行。市人大常委
会第一副主任李淑芹出席会议
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
全市贯彻执行《烟台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
市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决
议》情况的报告和市人大内务
司法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市政
府关于烟台市2012年市级决算
草案和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
况的报告、关于烟台市2012年
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
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市人大财
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烟台市2012

年市级决算草案的审查报告。
经过审议，会议表决通过

了《烟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批准2012年度市级
决算的决议》、《烟台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
重大事项的规定》、《烟台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调整和
补充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
报告》、《烟台市人大常委会关
于补充任命烟台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
委员的决定》、《烟台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
杜湘波辞去烟台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
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会议
还对市政府相关工作报告进
行了评议。

本报记者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十一次会议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王晏
坤) 据央视报道，韩国总统朴槿
惠27日上午已抵北京，开始了就
任总统后的首次中国之行。而在5

年前，她曾专门来烟台提出建设
中韩铁路轮渡的项目设想，本次
访华或将间接推动该项目建设。

2006年11月，时任韩国大国家
党前党首、国会议员朴槿惠访华
期间，5天中国行的第二站便来到
了烟台，考察烟大铁路轮渡，并提

出了建设中韩铁路轮渡项目设
想。2012年年底朴槿惠当选为韩
国总统后，为进一步深化交流合
作提供了契机。

“虽然韩国总统朴槿惠本次
访华可能不来烟台，但从侧面来
看，肯定会对烟台属地的中韩项
目起到推动作用。”27日上午，烟
台市外侨办的一名工作人员说。

“中韩铁路轮渡项目快有新进展
了，这次韩国总统朴槿惠访华很

可能会成为一次契机，或将推动
项目建设。”据参与中韩铁路轮渡
工程调研的工作人员张先生说。

据了解，近年来烟台市持续
关注中韩铁路轮渡项目建设，市
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也分别作出具
体部署。目前，烟台市相关部门正
积极向上级部门争取中韩铁路轮
渡项目批复，设计制作相关方案，
欲尽快建设开通这条中韩“海上
铁路”。

烟台征兵工作8月1日开始

六区不再征集

初中生入伍

本报6月27日讯(见习记者
王伟平 ) 为满足广大高校应届
毕业生参军愿望，烟台市的征兵
工作将于8月1日开始，9月30日前
完成输送。芝罘区、莱山区、福山
区、牟平区、开发区和高新区六区
原则上不再征集初中生入伍。

据了解，根据全国统一安排，
今年的征兵时间从冬季调整为夏
秋季，8月1日开始征兵，9月1日批

准入伍，9月30日完成输送。今年
征兵时间从冬季调整为夏秋季，
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方面，征兵
工作与大学生毕业生分配紧密衔
接，可以征集更多高素质青年，特
别是大学生参军入伍；另一方面，
把征兵提前到夏季，新兵训练进
入连队，正好与冬季老兵退役的
时间衔接起来，避免部队出现兵
源暂时短缺的问题。

芝罘中考成绩

明日可查

三种方式可供选择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刘清
源) 27日，记者从芝罘区教体局
获悉，29日8：00起，芝罘区将公布
中考成绩。届时考生可通过三种
方式查询。

三种查询方式分别为：登录
网址http：//baoming.zfjy.cn查询；
拨打电话16893700查询；29日到初
中就读学校查询。

网上查询时，考生输入密码
和考试编号 (体育考号后5位 )即
可。

芝罘区教体局工作人员提
醒，由于上网查询成绩的考生众
多，容易出现网页打不开的情况，
建议考生29日直接到就读学校查
询中考成绩。

27日，山东工商学院举行毕业典礼。山东工商学院院长刘全顺现场送给毕业生三句话：一是希望同
学们永葆求索之心，修德悟道，和谐发展；二是希望同学们坚守梦想之心，追求卓越，超越自我；三是希
望同学们树立责任之心，兼济天下，勇于担当。刘全顺还谈到如何致青春：“我想最好的致青春的方式应
该是对梦想的坚守。”图为刘全顺为毕业生拨流苏。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李效杰 摄影报道

朴槿惠访华或将推动中韩“海上铁路”建设

2006年曾来烟提出建设中韩铁路轮渡的项目设想

格民生新闻早知道

山工商毕业典礼，校长谈如何致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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