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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将来来驾驾校校或或许许““只只教教不不考考””
面对“驾照自学自考”，有驾校预测，未来或现更多微型和小型驾校

本报11月25日讯 (记者
钟建军 ) “驾照自学自考将
取得突破”的消息在网上卷
起千层浪，不少学员直呼“再
也不用花钱找挨骂了”，学车
将享受服务。自学自考，对于
学车的人来说，一片叫好声，
那么，驾校和教练怎么看呢，
对 驾 培市场 将 有什么 影 响
呢？25日，记者从烟台一些驾
校了解到，驾照自学自考成
为现实后，驾校准入门槛可
能会降低，驾培市场放开后，
原来的驾校或受到不同程度
的影响，未来或现更多微型
和小型驾校。

请教练吃饭、送条烟、给几
百元钱……多数人在学车过程
中，都有这样的遭遇。“没办法，
不这样，没法上车。”学过车的
人，都有些无奈，不应该发生的
事情却在潜规则操纵下顺理成
章。所以，自学自考，对于今后
正在学车的人来说，一片叫好

声。那么，驾校和教练们对此事
怎么看呢？

25日，顺达驾校的蒋教练
称，“驾照自学自考”肯定不是
人们想象的那样，随便找个车
就能练习，驾培市场放开后，可
能会允许一些符合条件的个体
户参与进来，出现一些微型和
小型驾校，市民可能会有更多
的选择权。

“一些小型、中型驾校扎
堆进入市场，对原有的大型
驾校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蒋
教练说，驾校多了，谁的服务
好，就选哪个驾校、选哪个教
练。

捷通达驾校副校长王先
生称，如果“驾照自学自考”
得以实现，对驾校将会有不
小的影响。他认为，学员与驾
校的关系还是分不开的，不
可能学员撇开驾校，自己找
车、找人练车，自学自考还未
出细则，自学可能面临太多

困难。
“学员可以在驾校里练车，

自己觉得差不多了，自己可以
进行预约考试。”他认为，学员

可以租用驾校的车、教练以及
场地，进行学车，然后自己预约
考试，这或将成为今后的发展
方向。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李静
通讯员 马丽娜 宋英珲) 记

者从蓬莱葡萄与葡萄酒局了解到，
近日，中粮长城(烟台)有限公司与
西门子(上海)公司举行签约仪式，
签订了“酿酒葡萄与葡萄酒产业信
息服务系统建设与应用示范”项
目，全省首个“葡萄酒全产业链信
息化系统”建设项目落户蓬莱，将
通过生产、监管、电子商务三大系
统的建设，实现葡萄酒全产业链信
息化无缝对接。

“酿酒葡萄与葡萄酒产业信息
服务系统的建设应用，将实现‘从
田间到餐桌’全产业链的信息化管
控。”中粮长城葡萄酒(烟台)有限
公司总工程师李泽福告诉记者，公
司整合现有的系统资源，构建“葡
萄园智能化管理信息系统”、“葡萄
酒生产全过程数字化质量管控信
息系统”、“葡萄酒市场电子商务服
务系统”。这三个系统无缝对接，共
同组成了葡萄酒全产业链信息化
系统。

“消费者购买一瓶红酒，只要
简单扫描一下酒瓶上的二维码，就
可以链接到追溯系统中。”李泽福
说，追溯系统中包括葡萄酒的生产
和质量监控环节，消费者可以通过
系统查询到葡萄酒的生产，加工，
原料等各个环节的信息。另外，在
葡萄酒原材料生产过程中，可以通
过“葡萄酒生产全过程数字化质量
管控信息系统”对整个生产过程进
行监察。

三大系统实现

葡萄酒产业无缝对接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李凝)

小雪节气后，烟台气温骤降，旅
游景区普遍进入淡季，游客寥寥，
而市区周边的温泉成为旅游市场
冬日里的“一把火”。据了解，烟台
温泉相关产品在“十一”黄金周之
后已上架，并在11月中上旬迎来销
售旺季。

福山磁山温泉营销部王天石
告诉记者，在今年11月8日至11日，
磁山温泉与同程旅游合作做了1元
景区活动，这四天接待客人达2000

人左右。
而在烟台海昌雨岱山温泉，从

今年10月下旬开始，来温泉“取暖”
的市民便逐渐增多，到了11月中下
旬，更是每天都能接待数百人。海
昌雨岱山温泉企划科管昱超表示，
每天数百人的接待量以举家出游
为主，而这种态势能持续到正月。

烟台市内的温泉营业火爆，烟
台周边县市区的温泉旅游景点也
非常热闹。烟台旅客集散中心的王
晶晶常年负责烟台周边短线散客
拼团游的招募，她告诉记者，经过
这几年的发展，烟台市民对温泉旅
游的健康、养生特色有了更多关
注，针对这一需求，烟台周边县市
区的温泉旅游景点普遍进入设施
升级、理念调整阶段，价格方面从
90元至170元不等，更加亲民。

据介绍，从11月初开始，烟台
旅游集散中心每周都能发送100多
名“泡汤”的游客。

冬季旅游一把“火”

温泉度假人气旺

本报11月25日讯 (记者
聂子杰 ) “等了这么久，总算
等到了。”25日，烟台市执行“三
房合一”政策后的首批租赁保
障房，在经过长达近一年的装
修和申请、现场选房等流程之
后，终于开始现场签约交房。新
房内灶具、抽油烟机、浴霸等设
备一应俱全。

据了解，现场交房首日共
交房198套，涉及锦绣好家、锦
绣新天地、锦绣新城四期、中正
山庄4个项目。

“早点来，希望能早点拿到
钥匙。”25日早上不到8点，姚国
刚已经赶到莱山锦绣好家小
区，他在之前的现场选房中排
序第233号，选走了一套面积
70 . 9平方米、两室一厅的房子。

8点半左右，现场交房正式
开始，按照流程规定，姚国刚交
了水、电、物业费等费用后又签
订了租房合同和物业协议等手
续。在物业人员的带领下，姚国
刚一家人来到了自己的新房，
核对了水、电表读数，还按照交
接登记表上的信息详细检查了
屋内的燃气灶、抽油烟机、马
桶、浴霸等设施。在确认一切没
问题之后，姚国刚在交接登记
表上签字确认，正式拿到了新
房钥匙。

“锦绣好家这边也能用暖
气，如果您需要就可以马上去
办理开通。”工作人员说。

“这房子真挺好的，装修啥
都有了，采光好，户型也不错，

小区也比较方便，等了这么久
总算等到了。”接过新房钥匙，
姚国刚脸上都笑开了花，他告
诉记者，等办理剩下的手续，这
几天就收拾好搬来入住。

对于部分市民的疑问，租
了保障房之后是否会影响到领
取租赁补贴的问题，住房保障
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
前在“租补分离”的住房保障政
策下，租住保障房并不会影响
到市民正常领取租赁补贴，但

是租赁补贴不能超过房屋租
金。

“比方说一户家庭应该享
受到的补贴是500元，现在承租
的保障房房租是480元，那么发
放的补贴就是480元，不超过房
屋租金，如果承租的保障房租
金是510元，那么还是发500元
补贴。”工作人员解释说。

同时，市住房保障部门提
醒，每个家庭的交房时间都不
相同，等待交房的家庭一定要

按照《交房告知书》上的期限办
理交房，不要错过交房时间。

各小区的交房时间分别
是：锦绣好家11月25日-29日，
锦绣新天地11月25日-30日，锦
绣新城四期11月25日-30日，中
正山庄11月25日-28日上午。如
确有特殊情况，在规定期限内
没能办理交房的，应当在12月1

日-10日电话预约交房，逾期仍
未办理的视同弃租，5年内禁止
申请租赁保障房。

119988户户家家庭庭拿拿到到保保障障房房钥钥匙匙
市中心区首批保障房开始交房，本月30日交完

本报11月25日讯 (记者
齐金钊) 天气渐凉，冰冷的海
风开始让人不胜其扰，这时不
如跟我们一起去痛痛快快地泡
一次温泉。为了让大家畅享冬
季“泡汤”的乐趣，齐鲁爱游俱
乐部推出第3期特惠活动，89元
跟我们去威海乳山泡小汤温
泉。

小汤温泉是一处以古老
“温泉”与现代休闲养生文化

为 主 题 的 现 代 化 温 泉 度 假
村。坐落在乳山市区东北 2 0

公里的冯家镇汤上村，延续
唐时距今约1400多年的老汤
原址而建，属纯天然温泉。小
汤温泉水温常年保持在70℃
左右。经专家测定，泉水的矿
化度高，浮力大，对人体作用
力强，而且含有丰富的矿物
质。用此水沐浴，对人体可起
到良好的保健作用，对风湿

病、关节炎及皮肤病有很好
的治疗作用。因此很久以前，
小汤温泉就是当地人沐浴的
天然温水浴池。

本期齐鲁爱游俱乐部小汤
温泉特惠价为89元/人，费用包
含往返交通及温泉门票，出行
时请 自 备 泳 衣 。报 名 热 线 ：
13853555610杜女士。

齐鲁爱游俱乐部是本报
特别为烟台“爱游一族”打造

的全新出游平台，您可以通
过 关 注 本 报 、加 入“ 齐 鲁 爱
游”QQ群及添加“齐鲁爱游”
公众微信 3种途径加入到齐
鲁爱游俱乐部中来，我们会
定期推出各种特色、特惠的
旅游线路，让您畅享旅游的
乐趣。想了解更多出游信息，
请微信扫码或搜索齐鲁爱游
俱乐部公众号“qlwbytly”，成
为“爱游一族”。

8899元元带带你你玩玩转转小小汤汤温温泉泉
齐鲁爱游俱乐部第三期特惠活动小汤温泉一日游来了

25日，顺达驾校院内，学员正在排队等待练车。因为报考的人
太多，常常需要等1个多小时才能练上10分钟。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看到干净宽敞的洗手间，姚国刚高兴得直说好。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微信扫一扫，关注齐
鲁爱游俱乐部公众微信，
新鲜旅游资讯为您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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