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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年年初初四四客客运运线线路路均均恢恢复复正正常常
2014年春运明天启动，烟台市春运道路运输方案出台

烟台两学子

被北大“相中”

本报1月14日讯 (记者 李楠
楠) 14日，北京大学开始公示2014

年“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候选人
名单。此次我省进入候选人名单
的27名优秀高中生，来自省内24所
优秀高中，其中烟台有2所高中各
推荐1名优秀学生，分别是烟台二
中的王照宇、烟台一中的陈昱光。

12日起，北大对候选人名单进
行为期一周的公示。如顺利通过
公示，这些学生高考录取时最高
可享受降至当地本科一批控制分
数线的录取优惠。

开发区春运车辆

发放“道路客运证”

本报1月14日讯 (记者 孙健
通讯员 苏照海) 2014年春运

将于本月16日拉开序幕。据开发区
运管处的工作人员介绍，本月6日
至13日期间，抽调部分工作人员专
门对参与春运的客运车辆进行检
查，并于14日对检查合格的87辆客
运车辆发放了“春节道路客运
证”。为保证外来务工人员和返乡
旅客顺利返乡，开发区运管处还
协调客运企业安排50余台机动运
力，保障春运出行。

节前桥梁“体检”

本报1月14日讯 (记者 孙健
通讯员 梅译丹 龚安静 )

2014年春节即将来临，为更好掌握
公路桥梁最新状况，莱阳公路局
开展为期半个月的桥梁健康“体
检”活动。

据了解，此次检查的内容包
括桥梁主要部件是否完好、其它
附属构造物是否完整，是否存在
安全隐患。工作人员将根据此次
桥梁检测结果及时更新桥梁技术
状况相关数据，健全桥梁管理档
案，确保桥梁随时处于可控状态。
截至目前，莱阳公路局已检查各
类桥梁46座，发现并及时整改安全
隐患7处。

\新农村电气化建设

助力美丽乡村

本报讯(通讯员 张志刚) 日
前，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和省经信
委联合下文对2013年度新农村电气
化建设县、乡(镇)、村进行了命名。科
学的农网构架、整齐的农网工艺，全
面助力龙口市美丽乡村建设。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孙
健) 2014年春运将于1月16日
正式启动，记者14日从烟台市
运管处了解到，烟台市春运道
路运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出台，方案针对烟台市春节运
输和冬季交通运输多雨雪、雾
霾等特点，对烟台市春运期间
道路运输的各项工作作出具体
要求。

方案首先从强化从业人员
的安全教育入手，对所有参加
春运的从业人员进行技能培
训。“单程400公里(高速公路600

公里)以上客运车辆必须配备
两名以上驾驶员；驾驶人员连

续驾车时间不得超过4小时，每
次停车休息时间不少于20分
钟；24小时内实际驾驶时间累
计不得超过8小时。”运管处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方案
对客运车辆驾驶员做出的硬性
规定，“客车的运行状况全程有
人监控。”

据了解，烟台市每辆参与
春运的客运车辆都配备了车载
卫星，并有专人对客运车辆进
行全天候、全时段的监控。客运
车辆的监控人员还将运用飞信
等通讯方式，保持与市运管处
春运办、车站的沟通联系，及时
共享路况及天气信息，确保行

业整体安全生产。
春运期间是雨雪、冰冻、雾

霾等恶劣天气的高发时期，各
市直客运企业和客运站已制定
了较为完善应急预案，制定调
整运力及班次，及时为旅客办
理退、换票，24小时开放候车
室，提供免费开水，加强食品、
饮料等生活必需品储备，与周
边宾馆签订旅客安置协议等应
急政策，确保旅客不受冻、不挨
饿。

春节期间是县市区居民往
返进城的高峰期，短途客运线
路及支线面临较大的客流压
力，各车站可打破现有班次安

排，及时开行加班车，以加快车
辆周转，同时设立临时售票窗
口，缓解候车室客流压力。

为缓解市区交通压力，1月
23日至30日，进出芝罘区的线
路班车可根据实际路况，自行
选择行驶线路。

工作人员说，1月30日各车
站、各线路都会留有收尾车辆，
确保下午3点前各线路不滞留
旅客。大年初一，各车站将根据
需要安排值班车辆和班次，满
足广大人民群众探亲访友的需
要；初二省内主要线路恢复，初
三大部分线路恢复正常，初四
全部线路恢复正常。

本报1月14日讯 (记者
张春萍 ) 还有半个月就到
春节了，过年的气氛越来越
浓烈，您在选购年货时考虑
过漂亮的窗花吗？

据记者了解，烟台剪纸
有着悠久的历史，久负盛名，
题材丰富，种类繁多，有炕墙
花、天棚花、面缸纸斗花、门
花、灯花、窗花、帽花、衣花、
鞋花、兜兜花等几十种。烟台
有名的剪纸艺术家朱曼华、
许文华等人的作品更受到了
省市及国内外的重视与推

崇。
小朋友们即将迎来快乐

的寒假，周末让爸爸妈妈带
你到世茂广场参加新年剪纸
比赛吧！本报将于1月18日在
世茂广场举办儿童新年剪纸
比赛，剪纸艺术家许文华老
师将亲临现场，手把手教你
制作剪纸。许文华女士现任
中华文促会剪纸艺术委员会
会员、山东省文艺家协会会
员，50多年共创作了上万张
人 物 、动 物 、花 鸟 、静 物 作
品，并获得国家、省市各类奖

项。2012年被评为山东省“齐
鲁文化之星”，并被评为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想知道一把剪刀和一张
红纸是怎么变幻出各种各样
的图案吗？心灵手巧的小朋友
们快来报名参加吧！
比赛时间：1月18日上午9：00

比赛地点：世茂广场
报名时间：1月15日—17日
报名人数：50人(5—12岁小朋
友均可，额满为止)

报名电话：15192399123 0535
-6602392

周周六六，，来来世世茂茂广广场场学学剪剪纸纸吧吧
剪纸艺术家许文华现场指导，报名截止到17日

本报1月14日讯 (记者
李静 ) 过年办年货，不少

市民热衷于网上购年货。1 4

日，记者采访港城各大快递企
业发现，近一周之内，快递业
务量与往年相比增加近五成。
快递工作人员提醒，按照往年
经验，临近春节快递人手紧
缺，想要网购年货的市民要计
算好时间，避免发货晚导致快

件延误。
“过年的年货差不多买齐

了。”14日，在芝罘区一家广告
公司上班的小张收到快递包
裹后告诉记者，今年的年货都
是在网上买的，周围不少朋友
现在也都在网上买年货。老家
在哈尔滨的小王每年过年回
家都会带很多东西，这让他很
头疼，“同事建议网购后填家

里的地址，这真是个好办法，
今 年 的 年 货 打 算 都 在 网 上
买。”

“这几天业务量明显增加
了，比去年这个时候增加近五
成。”烟台申通快递工作人员
孙涛说，快递量快赶上“双11”
了，估计这样的量还能持续两
天。

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市

民担心春节期间快递放假，下
单晚了怕送件延迟。为此记者
采 访 了 烟 台 圆 通 、申 通 、中
通、韵达等快递公司，有的快
递公司表示，目前还没有收到
假期安排的通知，公司规定全
年无休，但会安排工作人员轮
休。想要网购年货的市民要计
算好时间，避免春节快递工作
人员紧缺，导致快件延误。

14日下午，来自韩国的
瑞兴小学与芝罘区葡萄山小
学结成姊妹学校，以后定期
举行联谊互动，共同促进中
韩基础教育的良好发展。在
联谊现场，中韩小学生相互
表演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节
目，同时互赠礼物，现场结对
子。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影报道

中中韩韩小小学学生生

联联谊谊结结对对子子

网网购购年年货货多多，，快快递递量量增增近近五五成成
春节节期间快递人手紧缺，网购年货要算好时间

“我们也想回家过年，一年
到头就指望春节放假了。”一位
快递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别人放
假时他们是最忙的时候，快递时
效要求严格，不论是刮风下雨他
们都必须按时送件，很多同事都
盼望春节期间好好休息一下。

“今年还不知道，按照往年

经验一般腊月廿三、廿四就不
收件了，正月七八恢复正常。”
芝罘区一位快递工作人员说，
不管放不放假，春节期间快递
人员一定紧缺，买家阴历二十
以后下单，卖家发货再晚点，很
可能导致快件延误，建议网购
市民算好时间，尽量早下单。

“公司规定是不放假的，不
过一些外地人一年都没回家
了，过年再不让回去真的说不
过去了。”负责莱山区的一位快
递经理说，春节期间业务量不
会太大，他们将安排工作人员
轮休，尽量让大家能回家过年。

采访中有快递员告诉记

者，14日他们已经接到通知，西
藏地区除了拉萨以外的快件停
收，公司将分区域调整春节期
间“歇业”时间，“大约初七八以
后会恢复正常，有着急的市民
可以选择发邮政快递EMS，他
们不停止收发件。”

本报记者 李静

快递员也想回家过年，发件尽量在腊月二十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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