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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春运运““回回笼笼票票””，，等等你你来来““捡捡漏漏””
发车前有三次车票“回笼”小高峰，没抢到票的市民可碰碰运气

南航加密沈阳经停

烟台到长沙航班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孙健
通讯员 盛春子) 8日 ,记者从烟
台国际机场了解到，自本月15日
起，南方航空公司将加密沈阳经停
烟台至长沙的往返航班，由原来每
周四班增加到每周七班。

具体航线信息及飞行时刻为：
CZ3663次航班13:35由长沙起飞，15:
55到达烟台，烟台16:45起飞，17:45

到达沈阳；CZ3664次航班18:50自沈
阳起飞，19:50到达烟台，20:55由烟
台起飞，23:20到长沙。

开发区住房公积金

归集额突破7亿元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李园园)

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烟台开发
区共归集住房公积金7 . 4亿元，比
2012年同期增加7000万元，增长
10 . 4%。

另外，2013年开发区共办理住
房公积金购房、退休提取以及职工
大病提取等业务4 . 3亿元，比去年
同期增加1 . 1亿元，增长34%。

大力开展带电作业

本报讯(通讯员 刘君波) 近
日，国网招远市供电公司大力开展
带电作业工作，该公司顺利完成了
带电作业任务10余个，极大减少了
停电时间，提高了安全供电的可靠
性。

莱莱山山发发布布22001144年年1122项项为为民民服服务务实实事事
将投2亿元进行教学楼建设和操场改造

本报1月8日讯 (记者 李
楠楠 ) 8日，莱山区2014年12

项为民服务实事出台，涉及教
育、养老、交通等多个项目。其
中，莱山区将在年内投入2亿
元进行教学楼建设和操场改
造；投入225万元，为70周岁以
上老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

据介绍，12件为民服务实
事中，教育排在第一位，莱山区
将投入2亿元，完成莱山区第三
和第四实验小学、天籁花园小
学、解甲庄中学、莱山一中图书
馆、烟大附中教学楼新建、改扩
建工程和莱山中心小学、冶头
小学和东轸小学塑胶操场建
设。

同时，加强水源地保护区
周边环境整治。投入 3 0 0 0万
元，完成河道及水源地保护区

周边环境综合整治；实行水源
地、地表水、饮用水水质和空
气质量24小时监测。

今年莱山区还将投入100

万元，对农村幸福院予以财政
补助；投入225万元，为70周岁
以上老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
年内新增天然气用户2 0 0 0户
以上；尚未置换的落实安全防
范措施，确保用气安全。实施

“食品药品安全数字化监管工
程”，推进食品药品安全示范
创建和诚信体系建设，创建市
级以上示范单位10个以上。

另外，免费开放图书馆、文
化馆；投入120万元，为部分村
居更新图书和音像制品，配备
乐器和音响器材；开展海滨消
夏晚会14场、专业艺术院团送
戏下乡10场、免费放映电影1800

场以上。免费举办16个农业、渔
业培训班次，培训农民400人次
以上；投资420万元，实施“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为残疾人、老
年人等实行优先服务、预约服
务或上门服务，对残疾人、低保
对象、下岗职工和外来务工人
员公证费用予以减免。简化临
时居民身份证制作流程，增加
机动车检测线2条，为居民提供
更便捷服务。

交通出行方面，今年莱山
区将在莱源路两侧设置公交车
停靠站点38个，在桂山路两侧
设置停靠站点12个。加快农贸
市场建设工作，规划建设和改
造提升农贸市场3处。在第二海
水浴场建设多功能管理用房1

处；对各浴场摊点、自助烧烤等
行为进行规范。

本报 1月 8日讯 (记者 孙
健 ) 春节将近，“抢票大战”也
愈演愈烈，为了买到春运车票
回家与家人团聚，不少市民天
天盯着网络抢票。在车票发售
时 没 抢 到 票 的 市 民 也 不 要 灰
心，因为有三次车票“回笼”时
间可以“捡漏”。

根据铁路部门春运购票的
规定，9日起互联网购票、电话
订票可以购买到腊月二十八的

车票。“距离春节越近，购买中
长途列车车票的旅客相对少一
些，一般腊月二十九、大年三十
的都比较少了，但省内方向列
车的车票会更加抢手，一般都
是一天以内可以到达的。”火车
站工作人员说，从腊月二十五
以后车票的购票情况来看，省
内枣庄、临沂、菏泽等方向的车
票比较紧俏，卧铺票几乎都卖
光，硬座票也很少。

针对一些还没有购买到春
运车票的旅客，工作人员提醒，
除了车票首次放票时间可以抢
票外，还有三次抢“回笼票”的机
会可以把握。

由于互联网购票和手机购
票提交订单后需要在45分钟内付
款，超时未付款的，订单会失效，
此时抢到的车票也会重新回到
购票系统，在网站上显示出来。

“有些首次通过互联网买票的旅

客可能会操作失误或付款失败，
就会产生一部分‘回笼票’，产生
时间在开票后45分钟-1小时，这
个时候可以捡个漏。”工作人员
说。

“第二类回笼票是到期未取
的电话订票。”工作人员说，电话
订票有取票截止时间，按规定当
日12点前电话订票，次日12点前
取票有效；当天12点后订票的应
于第三天零点前取票。“烟台的

发票时间为下午4点，在第三天
零点前取票有效，过时未取的车
票就会回到购票系统，此时也是
抢票的好时机。”

另外，在发车前一两天还有
一次车票“回笼”时间，是由一些
囤票旅客退票而产生的。“这部
分‘回笼票’较为分散，有购票需
要的市民最好开启自动查询功
能，以便第一时间收到提醒。”工
作人员提醒。

本报1月8日讯 (记者 李
园园 通讯员 烟佳 ) 8日，
记者从烟台市物价局获悉，
2013年先后取消、免征或降低
行政事业性收费 4 7项，全市
年减轻社会负担3 . 57亿元。

为减轻企业和消费者负
担，2013年以来，烟台市物价

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加大了清
费减负力度，先后取消、免征
或 降 低 行 政 事 业 性 收 费 4 7

项，全市年减轻社会负担3 . 57

亿元。其中，取消城市房屋安
全鉴定费、税务发票工本费、
黄渤海区渔业资源增殖保护
费、(工商部门)企业年检费等

收费项目 2 6项；免征企业注
册登记费、个体工商户注册
登记费等收费项目7项；降低
公证费、出入境检验检疫费、
机动车抵押登记费等收费项
目13项。

此外，市物价局还依据
定价政策和上级业务主管部

门的规定，对电视机顶盒价
格实行进销差率管理，由烟
台广电公司根据实际购进价
格加不超过5%的进销差率确
定销售价格，并到物价部门
备案。按 2 0 1 3年实际销售量
1 . 3万台计算，年可为市民减
少支出300多万元。

烟烟台台市市22001133年年减减轻轻社社会会负负担担33 .. 5577亿亿元元

村里来了

实习女片警
曹园媛在家庭遭遇不幸后，

养马岛边防派出所的民警义无
反顾地承担起了对她的帮扶工
作，这一帮就是12年。毕业后的
曹园媛，怀着感恩之心回到了海
岛，成为了养马岛边防派出所的
一员。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1个
月前曹园媛被任命为养马岛洪
口村的实习片警。村里有这样一
位认真负责的女片警，村民都乐
坏了。

通讯员 臧保东 王建刚
本报记者 于飞 摄影报道

国网招远市供电公司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李楠楠) 今年开始，
市科技局和财政局将拿出1500万，设立烟台市科
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引导银行
提供2 . 5亿元的授信贷款额度，加大对科技型中
小企业的扶持力度。

目前，烟台市科技局公布了第一批105家
烟台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名单。这些企业将
享低利息、低门槛优惠，单个企业贷款额度最
高可达2 0 0万元。同时，烟台市拟争取新认定
500家，完成5亿元贷款额度，让更多科技型中
小企业受益。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王辉 衣华堂) 8日，记者从开发区科技知识
产权局获悉，开发区顺利通过国家知识产权试
点园区验收。据悉，此次验收中，全省仅有5个
园区获此殊荣。

据介绍，开发区组建了“先进制造技术创
新服务平台”，成功引进代表世界第三次工业
革命的“3D打印”、“数字仿真模拟”等高端技
术。还成立了16家骨干企业参与的制造业创新
及专利联盟，走出了一条“平台+联盟”加快转
调发展的新路。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刘清源) 8日，记者从
市招考中心获悉，2014年全省美术统考将于2014

年1月12日进行，上午8:30-11:30造型基础，下午2:00
-5:00色彩基础。烟台市共有2274人参加考试，设3

个考点，76个考场，全部安排在芝罘区，具体为烟
台一中、烟台二中和烟台三中。

根据考试要求，考生凭准考证和二代身份证，在
考前15分钟开始进入考场，迟到15分钟禁止入场。

特别提醒不要携带手机入场考试，根据《国家
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考生如将手机带入考
场，无论是否使用，一律按“作弊”判定。

1500万专项资金

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

开发区通过国家

知识产权试点园区验收

美术统考12日开考

芝罘设三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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