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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起芝罘、莱山、高新三区的交通信号灯夜间更换“春节”模式

夜夜间间黄黄闪闪全全部部变变为为红红绿绿灯灯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于飞

通讯员 袁圣凯 李娜 唐
建军) 为保证市区各路口夜间
交通安全，烟台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经过充分调研后，决定自1月17

日开始，将芝罘区、莱山区、高新
区所有的300多个路口信号灯夜
间黄闪模式全部变为红绿转换
模式。

记者了解到，烟台市区夜间
尤其是凌晨时段路口的信号灯，
一般是黄灯闪烁的模式。

“这种模式的信号灯控制方

式，在路口交通流量不大的情况
下，确实起到了减少车辆等待时
间，提高车辆通行效率的目的。”
民警介绍，这种模式在夜间车辆
少的时候也可能存在问题，比如
一个方向的车辆被红灯挡着过
不去，而另外的方向上虽然是绿
灯却没有车。

随着机动车保有量逐年上
升，夜间机动车与行人的出行量
也渐渐增多，特别是春节临近，
夜间出门购物的车辆也越来越
多。现在夜间信号灯是黄灯闪烁

的控制模式，因为不受红绿灯控
制，车辆都想通过路口，夜间的
视线又不好，很容易发生事故。

为保证市区各路口夜间交
通安全，避免交通事故频发情
况，烟台市交警支队决定，自1月
17日开始，将芝罘区、莱山区、高
新区所有的300多个路口信号灯
夜间黄闪模式全部变为红绿转
换模式。

目前，烟台市交警支队已对
市区所有路口的信号灯都进行
了细致的排查，通过排查到的实

际情况，对每一个路口夜间的红
绿转换模式的时段以及信号配
时方案重新制定。

在保证市民夜间出行安全
的基础上，交警部门下一步还将
逐步对市区所有路口的信号配
时方案进行合理的优化，例如采
取绿波干线协调、支路请求感应
控制等控制方式，最大限度地保
证车辆的通行效率。

信号灯模式变化后，为了保
证路面畅通，夜间低峰时段信号
配时方案采取以下配置原则：

1 .夜间低峰时段信号配时周
期尽量采取小周期，避免出现车
辆长时间等待的情况；

2 .主干道与次干道交叉的路
口，原则上主干道方向的绿灯时
间要大于次干道方向的绿灯时
间；

3 .交通流量均衡的交叉路
口，原则上要均衡路口各方向的
绿灯时间；

4 .夜间低峰时段信号配时方
案要保证车辆通行与行人过街
的最小绿灯时间。

交交警警配配发发660000台台新新式式数数字字手手台台
最大优点是通话质量更高了，而且没噪音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于
飞 通讯员 袁圣凯 李娜
赵亚林 ) 记者13日从交警部
门了解到，为进一步提高执勤
执法工作效率，扩展手台应用
功能，烟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通过政府采购了600台数字手
台、车载台，发放到市区4个交
警大队，每名民警、协警人手一
台。

烟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科技科民警孙振兴向记者介
绍，“数字手台是将语音信号
数字化，以特定的数字编码
方 式 和 特 定 的 基 带 调 制 形
式，并采用数字信号处理器
进 行 优 化 的 数 据 化 通 讯 模
式 ，保 证 了 最 好 的 通 话 质
量。”烟台市交警支队本次配
发的数字手台比之前的模拟

手台最大的优点是通话质量
更高了、无噪音。

孙振兴介绍，新配发的
数字手台是全彩屏幕，显示
清楚，通话记录、短信、设置
等一目了然。手台大小适中、
方便操作，设置了一键切换
群组、一键切换通话模式等
多种快捷方式。手台还具有
震动提醒、正反屏幕显示等

实用功能，并配有双电双充、
耳机等配件，方便在执勤、驾
乘等多种状态下使用。

据了解，此次一共配发了
600台数字手台、车载台，发放
到市区4个交警大队，所有民
警、协警人手一台。“新型数
字手台应用到工作中，势必
提高交警部门的工作效率。”
民警说。

咱咱来来看看看看数数字字手手台台有有什什么么新新功功能能

两校中职生今年

有望直升“本科”

本报1月13日讯 (记者 李楠
楠 ) 记者13日获悉，烟台两校入
选全省职业院校与本科高校对口
贯通分段培养试点学校。

入选学校为烟台船舶工业学
校、烟台经济学校(烟台一职)，其
中烟台船舶工业学校入选的专业
为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烟台经济
学校入选的专业为服装设计与工
艺，这两个专业的学生就中专毕业
时将有望直接上普通本科高校。

除了上述两所中职学校，烟台
职业学院今年也成功入选高职与
本科“3+2”对口贯通分段培养招生
试点学校。学生考入烟台职业学院
学习三年，后可以进入对应的本科
高校学习两年获得普通本科学生
同样的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

烟台教育局局长纪德臻说，烟
台将持续加强职业学校基础能力
建设，完善集团化办学模式，争取
全市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学生人
数比例达到省定1：1的标准。

烟大今年计划

招235名艺术生

本报1月13日讯 (记者 李楠
楠) 13日，记者从烟台大学获悉，
2014年烟台大学将计划招收235名
艺术生，其中省外计划招收155名，
省内计划招收80人。

据介绍，烟台大学2014年招收
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音乐学、
音乐表演、舞蹈编导五个艺术类本
科专业。环境设计和视觉传达设计
专业，省内考生将采用省统考成绩
录取，学校不再单独组织校考。

音乐学、音乐表演和舞蹈编导
专业，需进行单独校考。校考报名
时间为2月16-17日，考试时间从2

月18日开始。考生报名时须凭《身
份证》、《报考证》、近期二寸照片1

张，领取《烟台大学2014年音乐、舞
蹈类专业校考准考证》。除钢琴外，
其它乐器自备。测试舞蹈项目的考
生须自带伴奏带，学校提供放音设
备。

本报1月13日讯 (记者 孔雨
童 通讯员 刘子会) 由烟台市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烟台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烟台画院、烟
台市美术家协会承办的“2014烟台
国画名家作品邀请展”将于2014年
1月17—23日在烟台画院陈列馆展
出。此次将展出来自烟台市24位著
名国画家的新作60余幅。

国画名家作品展

本月17日开展

◎带GPS定位

数字手台上带有GPS定
位功能，只要手台是开机状
态，指挥中心可以准确地定位
民警的位置。

另外，GPS定位功能还有
其他实用功能。民警介绍，以
前民警在路面执勤经常遇到
求助的市民，让民警带路护送
去医院。遇到这种情况，指挥
中心发布的指令，都是通过大

队的值班领导向路面民警转
达，这样逐级转达势必影响效
率。

现在数字手台的GPS功
能，可以让指挥中心准确定位
民警的位置，判断出求助的地
点，由指挥中心直接向路面民
警下达指令，不再需要大队领
导转达，更加顺畅地实施救
援。

记者在交警一大队体验
了一把新手台的新鲜感。相
比较之前的手台，新手台的
音质确实很好，几乎没有噪
音。

烟台市交警支队第一大
队的民警告诉记者，使用以
前的手台通话时，噪音比较
大，有的时候民警说话带口

音，手台就听不清楚了，“很
多时候，民警在手台里呼叫
另外的民警时，要连续呼叫
两次。民警都习惯了，会把编
号连续报两次。”

民警说，这是最实用的
功能，民警在执勤的时候，听
得清楚，切实保障了工作效
率。

◎通话质量好

◎不占用公共资源
民警介绍，数字手台可

以快速地更换频道，操作简
单。

如果是一个交警大队
内部的事情，就可以在大队
内部的频道播报，而不需要
让其他交警大队接收到信
号，这样可以不占用公共资
源。如果是两个交警大队合
作出警，也可以在两个交警

大队之间建立专用组，不需
要占用支队的资源。甚至两
位民警之间都可以实现点
对点的对话，切换起来非常
简单。

民警说，这种快速切换
频道的功能，确实为民警屏
蔽掉了很多不必要的信息，
同时也为民警提供了充分
的空间来接听有效信息。

◎可临时充当手机

据民警介绍，交警部门
在进行集中行动之前，为了
防止泄密，保证执法过程中
的公正性，会将民警的手机
收起来，杜绝与外界联系。但
是民警没有手机，彼此之间
联系也不太方便。

现 在 配 备 了 数 字 手
台，通过指挥中心指挥调

度台可以控制通话组内的
通话录音、短信发送、通话
记录等。指挥中心可以群
发短信，民警看到手台上
的短信便知道行动的地点
和具体计划，也可以通话，
这 时 手 台 可 以 临 时 发 挥

“大哥大”的作用。
本报记者 于飞

新手台
已经在交警
一大队投入
使用，全新的
数字手台频
道更为精细。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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