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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铁烟台南站设立临时出租车待租区，人和车都排队出站效率高

栏目语

青荣城铁刚刚开
通运营，城铁与烟台迎
来“蜜月期”。蜜月期内
的磨合，让一些问题逐
步浮出水面。

即日起本报推出
“城铁与烟台蜜月期观
察”栏目，旨在发现蜜
月期内出现的问题并
探寻解决之道，为读者
提供及时新鲜的城铁
信息，解读城铁到来对
烟台各方面产生的影
响等等。

本报记者 蒋大伟 实习
生 庞旭

青荣城铁已开通运
营十多天，烟台南站在
元旦假期小考中呈现的
问题也正在逐步解决，
前期市民反映的烟台南
站出租车没有待租区的
问题目前已经解决。

临时设立出租车待
租区，人车均排队的方
式让出站效率变高，同
时后期还将在出站口处
完善指示标志，烟台市
交通运输局运管处还将
派出专门人员入驻烟台
南站保证客运秩序正
常，方便市民出行。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钟建
军 通讯员 袁圣凯 蒋楠
姜波) 从烟台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获悉，针对烟台南站现有停车
位不足的问题，交警部门将在山
海南路两侧施划100个临时停车
位，满足市民停车需求。

元旦期间，烟台南站的“火
爆”程度超越了想象，乘坐青荣

城铁的市民大大增多，南站周
边道路车流激增。据不完全调
查统计，烟台南站广场前日均
车流量约为5000辆次，这也给
在烟台南站执勤的交警带来

“挑战”。
一名交警说，青荣城铁开

通至今，周边山海路、山海南路
以及港城东大街、轸大路等主

干道路交通流量翻了几番。
私家车这么多，烟台南站

现有的300多个停车位难以满
足市民停车需要。为此，在客流
高峰期，交警部门将在山海南
路两侧施划100个停车位，作为
临时停车位，允许接送站车辆
临时停放。

此外，对山海路、山海南

路、港城东大街、轸大路等道路
的交通信号灯配时延长，最大
限度提高路口通行能力，减少
车辆等候时间。

此外，交警部门还将借鉴
莱山机场出租车待租点的经
验，在烟台南站广场南侧设置
硬性隔离设置，防止出租车随
意乱停。

交警将在山海南路两侧施划100个临时停车位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崔桂臻 巴磊) 从有

关方面获悉，今年1月1日起，烟台
市工伤保险行业基准费率上调。

调整后的费率为：一类行业为
用人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0 . 7%，二
类行业为用人单位职工工资总额
的1 . 3%，三类行业为用人单位职工
工资总额的2 . 2%。新标准仍按月缴
费。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1日。

青荣城铁

10天送客11万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李楠楠)
7日，记者从市招办获悉，2015年

普通高校招生美术类专业统一考
试将于2015年1月11日(星期日)进
行，烟台共有3个考点(分别在烟台
一中、烟台二中和烟台三中)，1924

名考生参加。市招办发布考试温馨
提示，考生如果带手机入场将被取
消高考录取资格。

美术统考周日进行

烟台1924名考生参加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李楠楠)
7日，烟台大学发布2015年艺术

类专业招生简章，今年烟大艺术类
省内招75人，省外招175人。

烟台大学2015年招收“环境设
计”、“视觉传达设计”和“音乐学”、

“音乐表演”、“舞蹈编导”五个艺术
类本科专业。省内校考报名时间为
2015年2月26日-27日，考试时间从
2015年2月28日开始。专业技能测
试地点：烟台大学音乐舞蹈学院教
学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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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音乐、舞蹈类专业校
考准考证”。

烟大今年艺术类

省内招75人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王永军)
7日，烟台市环境保护工作推进

委员会发布了去年12月各区空气
质量改善情况，市区空气质量整体
向好，其中福山区空气质量改善排
名首位，其他依次为莱山区、开发
区、牟平区、芝罘区、高新区。

去年12月，市区4种主要污染
物同比均出现较大幅度的改善，其
中：可吸入颗粒物(PM10)平均浓度
为 8 2 微 克 / 立 方 米 ，同 比 改 善
20 . 4%；细颗粒物(PM2 . 5)平均浓度
为 4 9 微 克 / 立 方 米 ，同 比 改 善
30 . 0%；二氧化硫平均浓度为43微
克/立方米，同比改善25 . 9%；二氧
化氮平均浓度为40微克/立方米，
同比改善28 . 6%；蓝天白云天数为
27天，同比增加3天。

去年12月福山区

“气质”改善最好

从济南铁路局了解到，青荣城
铁开通运营10天以来，共发送旅客
117941人。坐动车成为胶东半岛沿
线旅客出行的首选。很多烟台市民
也选择坐动车体验出行带来的便
利快捷。

本报记者 蒋大伟 通讯员
王玉建

烟台上调工伤保险

行业基准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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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中午，记者在烟
台南站看到，位于站前道路
的北侧车道，已经被隔离成
临时的出租车待租区，几十
辆出租车正在排队等候动
车到站。

中午12点55分，G471北
京南到烟台南的动车到站
了，早已在等候的出租车缓
缓向前开出，靠近出站口的
位置下车的乘客现场排起
了队一一等待乘车。

记者现场统计了下，15

分钟时间内，122辆出租车
顺利载上乘客顺利出站。

烟台市交通运输局运
管处的工作人员在现场指
挥出租车有序停车，帮助乘
客将行李箱放在出租车的
后备厢，提高出站效率，减
少人车排队等候的时间。

“目前北京、上海、济南
几个方向来的动车乘客都比
较多，基本这几个方向的车

到站后，100辆左右的出租车
都能载上客，烟台南站距离
市区较远，出租车司机也愿
意到这边来拉客。”现场，市
运管处的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目前市交通运
输局运管处抽集力量从早
晨到晚上在烟台南站现场
执勤，后期还将配置专门人
员入驻烟台南站，保证客运
秩序的正常有序。

“设立了待租区后，快
捷有序的打车流程还能有
效地打击黑出租，开始还有
黑车司机不死心到出站口
拉客，但是我们现场整顿和
打击黑车后，市民出站就能
快捷地打到正规出租车，黑
车的生存空间就会被压制，
此外在旅客较多的情况下，
我们还将及时通过电台呼
叫附近的出租车，保证南站
的运力需求。”市运管处的
工作人员说。

划定临时出租车待租区

人车排队快捷有序

遇违规拼车

市民可拨打6245616投诉

“市民在出站后可以
自行拼车，出租车司机在
征得先上车乘客的同意后
也可以拼车，但是收费不
得收取全额，也不可不打
表要价。”市运管处的工作
人员说，除了现场维持出
租车的有序运行以外，他
们还会查处出租车不打表
要价、强行拼车等不正规
的行为。

“拼车收费方面，先后
上车的旅客各自交费金额

不得超过实际路费的70%，
收费总金额不得超过计价
器显示价格的120%，市民如
发现违规拼车行为，可直接
拨打市运管处客运二科电
话6245616投诉。”市运管处
的工作人员说。

此外，由于公交场站位
于烟台南站出站口的东侧，
很多乘客下了动车都会咨
询公交车在哪里，不太方
便，为此，相关方面正在制
作指示牌。

7日，在烟台南站公交场
站北侧，现场的工作人员正在
对刚到位的移动公厕做调试，
接通电源后即可投入使用。

记者看到，移动公厕有男
女两间，内部装有空调，“现在
这个电源满足不了移动公厕
的运行，等电源问题解决了，
即可投入使用。”现场的工作
人员说。

男厕所内有小便池两个，
安有坐便器蹲位两间，女厕所
内有坐便器蹲位三间。

据了解，后期烟台南站广
场还将再临时增加一个移动
公厕。此外，站外的固定公厕
选址站前广场西侧，近期将进
场施工。

对烟台南站站前广场停
车难的问题，目前相关部门已
经规划在站前广场西侧空地
建1 . 2万平米的临时停车场供
市民停车。此外，针对很多市
民将私家车停靠在站前停车
场内好几天不挪窝的状况，后
期将对站前广场停车场实行
收费管理，但对临时停车的车
辆并不收费。

本报记者 蒋大伟 实
习生 庞旭

移动公厕已到位

即将投入使用

城城铁铁与与烟烟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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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烟台南站公交场站的
移动公厕已经到位。

本报记者 蒋大伟 摄

7日，烟台南站临时出租车待租区内，出租车和乘客都在有序排队。 本报记者 蒋大伟 摄

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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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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