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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节日日易易堵堵，，租租车车者者青青睐睐小小排排量量
租车市场目前已是一车难求，热门车型提前一周已租完

本报9月24日讯(记者 齐金
钊 尹海涛 ) 距离国庆还有不
到一周时间，但预定租车的高峰
却已提前结束。记者调查发现，目
前烟台市场上外租的家用车已基
本预租完毕，目前租车市场可谓

“一车难求”。
“本想租车回家过节，没想到

现在就已经租不到了。”24日，在
烟台市区一家租车公司的门市
部，小李懊恼地说，自己第一次租

车没经验，结果晚来了几天就没
有合适车型了。记者咨询了港城
多家租车公司，问到国庆长假期
间是否还有待组车辆时，几乎得
到了同样的回复：家用车型已经
出租完毕，只有少量商务车型未
租完。

“中秋节前就已经有人预定
了国庆假期的用车，还有很多人
直接把中秋假期的押金转到了国
庆假期上。”烟台通源租车有限公

司总经理赵俊元介绍，国庆和春
节是租车市场的传统旺季，有需
求的市民一般提前半个月都会定
好，自己公司共有109辆车，从一
个月前就开始陆续被提前预租，
到现在为止只剩3辆。同样，烟台
福安汽车租赁公司一员工告诉记
者，他们所有的车辆也都已出租
出去。

记者采访了多位无车族，他
们称，每到假期回家探亲，都想多

带点东西回去，可是坐客车和火
车回家，实在是不方便，于是在回
家给亲人带礼物的心意总是不可
避免的打了折扣。而租车自驾回
去就方便多了，加上国庆期间高
速公路免收过路费，自驾多少还
能省下一部分费用。

赵俊元介绍，从今年的租车
行情看来，排量小且为自动挡的
低端车型最受市民青睐，“现在国
庆期间高速经常堵车，对大家的

驾车技术和油耗需求比较大，因
此小排量和自动挡的车比较受欢
迎。”

记者调查发现，国庆假期期
间，在烟台租车每天费用根据不
同车型在160元至800元不等，6到7

天起租，平均每天限行200至240

公里，超出部分按每公里0 . 8元左
右收费，具体价格和限行里程数
因租车公司而异，总体来看差别
不大。

租车虽然方便，但也有许多
“讲究”。业内人士建议，租车前要
详细了解租赁公司的规定，如轿
车的日限公里数和超限后的计费
标准，续租规定及租赁超时的计

费规定，避免事后发生争议。
签署租车合同前仔细浏览

合同内容，仔细核对涉及车辆的
有关信息。同时，租车时要仔细
验车，对车辆外观进行仔细检

查，包括车辆是否有划痕，车灯
是否完整等。还应查看冷冻液、
机油、电瓶等状况，并进行试驾
以判断车辆的基本状况。在驾驶
车辆时如出现故障，应及时和汽

车租赁公司联系，不要擅自修
理。一旦出现事故，应迅速通知
交警部门参与处理，保留相关证
据，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本报记者 齐金钊 尹海涛

温馨提示

网上购票的旅客
取票请错开高峰

本报9月24日讯(记者 孙健)
24日，本报C02版报道了9月30日、10

月1日两天内，由烟台始发的列车有
两万张票挂在网上至今未换票，集中
换票可能导致火车站客流爆棚甚至
耽误大家行程一事。24日，记者从烟
台火车站了解到，当天的取票情况仍
旧比较尴尬，未换取的车票数量并不
见少，28日、29日等几天的未换取车
票数量也略有增加。

“按照今天下午5点的统计结果，
今天换票的人还是不多，30日和10月1

日未取的票不见少，28日、29日以及10

月5日、6日、7日三天未换取的车票还
有小幅增加。”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9月30日未换取的纸质车票仍
有1万多张，10月1日未换纸质车票也
维持在9000张左右，而28日、29日新增
的网购车票分别是700张和500张。

工作人员说，为了不耽误行程，
网上订票的旅客取票时请尽量错开
取票高峰，尽早将纸质车票换到手。

昆嵛山景区

“十一”降价迎客
本报9月24日讯(记者 代曼)

今年“十一”出游省钱了。24日，记者
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国庆节期间，山
东省内14家景区实行优惠票价。其
中，烟台昆嵛山风景区门票价格从
160元优惠至130元。记者了解到，除
了直接降价外，烟台不少景区也通过
活动让利。

24日，从相关部门发布的省内14

家降价景区名单上，记者注意到，本
次降价景区主要以3A、4A级景区为
主，包括济宁微山湖生态荷园、济南
植物园在内的省内4A级景区，国庆
期间平均降价幅度可达20%。除了公
布的昆嵛山风景区外，烟台部分景区
也通过组织活动等方式进行让利。像
龙口南山风景区推出的“入住酒店”
即可赠送景区门票，而塔山旅游风景
区、福山农博园等在“十一”期间推出
系列活动供游客免费观赏体验。

业内人士认为，对于自驾、自助
游客来说，景区门票的费用往往占去
出行费用的大头，有市民表示，“高速
通行免费，景区门票优惠，国庆节自
驾出游很是实惠。

节前给景点

游乐设施“体检”

本报9月24日讯 (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莫言) 国庆将至，为确

保市民放心游玩，烟台市质监局与芝
罘区质监分局两级部门安全监察机
构出动4名监察人员，对市区的南山
公园与塔山游乐园内的游乐设施进
行了一次专项安全检查，共检查游乐
设备27台、附属压力容器9台，作业人
员35名。

检查组分别查看了设备的检验情
况、人员持证情况、设备台账建立和完
善情况，并对设备的相关防护装置进
行了检查。从检查情况看，设备均在检
验期内，作业人员均做到持证上岗，相
关安全防护装置齐全。另外，监察人员
还对南山公园的过山车进行了困人救
援演练检查，救援安全可靠。

本报9月24日讯(见习记者
张倩倩) 立秋以来，虽然商

场都上了秋装，但顾客的注意
力仍然停留在夏装上。24日一
场大雨过后，港城气温骤降，
街上几乎人人都穿上长裤长
袖了。而服装业也真正迎来了

“换季”。
本次天气转凉后，秋冬装

开始迎来销售旺季，各大商家
也把销售重点放在秋冬装上。
24日，记者走访市区各大商场，
促销的夏装几乎都已下架，不
少商家都打出了“新品上架”、

“秋款8折”等牌子。
在振华购物中心中老年

服装区，记者看到盛世佳、安
兰诺等品牌顾客不断，有时有
五六个顾客同时在选购，导购
们都“照顾”不过来。“降温了，
中老年人不经冻，自然就添新
衣服了。”一家店的导购笑着
说。

记者还发现，夏天“无人
问津”的线帽、围巾也有不少
人光顾。振华商厦一位J字打头

品牌的导购介绍，虽然立秋后
各个品牌都上了秋装和冬装，
但温度较高，秋冬装几乎没怎

么卖。“这次降温后，只在今天
就卖了三四件秋装了。”

一场秋雨一场寒，商家对

于降温貌似期待已久，部分商
家称，本周末或国庆节会迎来
秋冬装的第一波销售高潮。

国国庆庆将将迎迎秋秋装装销销售售高高潮潮

本报9月24日讯(见习记者
蒋大伟 金夏瑞) 24日，记

者在当地论坛上发现，一条
“10月2日结婚，急租6辆奔驰”
的帖子引起众多跟帖，纷纷反
映“十一”期间扎堆结婚，婚车
难租的现状。记者联系发帖人
得知，他的朋友10月2日就要结
婚，现在婚车车队还缺6辆奔
驰，但由于“十一”婚礼很多，想
凑齐婚车队伍并不容易。

记者走访了市区几家婚
庆公司了解到，在“十一”期
间结婚，像奔驰这类比较豪华
的婚车要提前半年预定才能
排得上号，因为很多新人都赶
在“十一”扎堆结婚。经调查，
在“十一”黄金周期间，规模
较大的婚庆公司能承接30多
场婚礼。

记者走访了解到，大多数
人都比较重视婚礼仪式，其中
婚车队便是整个婚礼比较撑
门面的部分，而婚车队的花费
大约占到整个婚礼仪式花费
的五分之一。一婚庆公司负责
人说，以新款奔驰系列为例，
每次租金在1500元左右，与婚
庆公司合作的大部分奔驰车
平均一年接单在50单左右。租
用豪华车需要半年前开始预
定，法拉利、宾利等豪华车有
时还要从外地租用。

据了解，“十一”黄金周市
区规模较大的婚庆公司承接
的婚礼达到30多场，最多一天
就有6场，比较小的婚庆公司
也有10场左右。除了婚庆公司
忙的团团转，各大酒店也不闲
着。记者从市区各大酒店了解

到，“十一”黄金周期间的婚宴
相当火爆，至少需提前半年预
定，有的酒店甚至整个十月都
已订满。

24日，记者共走访市区7

家酒店，进入9月以来，烟台市
举办婚宴的新人陆续增加，东
方君悦、滨海国际等诸多酒店
的婚宴席位都早已预定一空。
就连中心大酒店这样的商务
酒店，也接到了不少婚宴订
单。东方君悦酒店一名姓曲的
工作人员称，除了10月4日，从1

日到7日婚宴全满，最早的一
家是提前八个月预定的。“别
说今年十月，已经有人订明年
十月的婚宴了。”

据介绍，节假日都是结婚
的高峰期，如果想选择在这些
日子结婚，就得提前半年预订。

““十十一一””结结婚婚，，现现在在租租婚婚车车哪哪能能赶赶趟趟
国庆期间婚礼多，婚车婚宴都紧俏，至少提前半年预定才合适

“现在兴起的自行车婚礼策
划用的人不多，一年能碰到一两
对新人，有的用也只是作为一个
外景拍摄的形式，现在年轻人对
自己的婚礼都有自己的想法，简
洁、大气成为很多新人对婚礼的
定位。”一位婚庆公司负责人介
绍,在烟台大多数婚礼都是采用6

辆婚车的车队形式。
据了解，现在大家开始追

捧户外婚礼，在草坪上举办婚
礼仪式，简洁的形式、浪漫的情
调成为部分新人的选择，但在
港城由于受到季节气候和家长
观念的影响，户外婚礼还没有
成为港城婚礼的主要形式。

见习记者 蒋大伟

东洼村全力推进幸福家庭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 李焕岩 姜海涛)

今年来，海阳市凤城街道东洼村高度重视
各项计生惠民工作，通过五项措施，全力推
进“幸福家庭行动”。一是促进健康优生优
育。二是加强幸福家庭文明倡导。三是强基
提质提高计生干部服务水平。四是落实好
计生利益导向机制。五是对计划生育特殊
家庭进行帮扶。

高家庄村强化人口计生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 李焕岩 姜海涛 )

今年以来，凤城街道高家庄村把加强
人口计生基础工作作为一项重点工程来
抓，优化计生环境，人口计生整体工作水
平得到进一步提高。一是加强基层计生
队伍建设。二是完善基层工作制度。三是
进一步扩大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
覆盖面。

建设村计生工作坚持以人为本

本报讯(通讯员 李焕岩 姜海涛)

近年来，海阳市凤城街道建设村始终坚持
以人为本，突出重点工作，计划生育率、节
育措施落实率、流动人口管理规范率和群
众满意率均达100%，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
计划生育文明新村。严格落实奖惩措施，高
标建设计生阵地，提高群众满意度，建立计
生长效机制。

24日，在振华购物中心，秋装销售火热起来。 见习记者 张倩倩 摄

自行车婚礼并不受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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