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通世世路路卡卡口口一一年年近近三三千千起起超超速速
该卡口限速40码，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

头条延伸本报3月2日讯 (记者 柳
斌 通讯员 袁圣凯 蒋楠 )

最近，不少车主向交警部门
反映在惠安小区附近的急转弯
卡口超速违法。交警部门根据
反馈发现，该卡口一年有近三
千起超速违法行为，该卡口限
速40KM/小时，是市区所有限
速隧道限速最低的。

家住惠安小区的周先生
经常开车经过小区附近的隧
道，虽然知道附近的急转弯卡
口限速40KM/小时，经过时也
格外小心，但还是有两次超
速。“该路口前后路面都比较

顺畅，到了路口一不小心就容
易超速，幸好超速次数不多。”
周先生说。

据烟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科技科统计，惠安小区通世路
卡口全年抓拍超速违法行为
2697起，超速50%以上的严重违
法行为多达273起。去年一年车
牌号为鲁F20B50的车主在这一
个地方就超速6次。

据介绍，超速50%以上的
违法行为是要一次性记满12

分，进行理论的七天学习并重
新考试。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通世

路隧道北侧的惠安路口信号
灯杆上、进入道路后十几米处
的路西侧等处都有40KM/小
时的限速标志，在由南向北出
了隧道后同样也设有相关的
限速标志，由于前后道路顺
畅，驾驶员如不注意限速标志
极易超速。

交警部门对该路口的违法
数据进行了分析，超速10-20%

的有862次；超速20-50%的有
1562次，驾驶员将扣6分；超速
50%以上的有273次，一次性记
满12分。

“从时间上看，7：00-12：

00、13：30-20：00两个时间段的
超速现象并不多见，但是在5：
00-7：00、12：00-13：30、20：00以
后，这三个时间段的超速现象
明显增多，应该是在白天车多
的时候大家都能自觉地排队提
前减速，有不注意限速标志或
是一时忘记限速的驾驶员，也
会随着大家一起减速有序通
行。”烟台市交警支队的工作人
员介绍，在上述三个时间段之
后超速，主要还是驾驶员安全
防范意识较差、不注意观察道
路情况、对道路交通不熟悉等
造成的。

限速后事故数量

降了八成
惠安小区通世路卡口位于一

处急转弯道路，弯道接近90度，很
多第一次经过此路口的驾驶员都
会有些不适应。据交警部门介绍，
这个路口之所以限速40KM/小时，
是因为之前未限速时，经常因超速
发生交通事故，但在限速之后，事
故数量下降了80%。

交警部门提醒，道路的限速标
准都是经过交警部门反复论证，征
求市民意见后，按照国家规定设置
的，超速极易造成严重的交通事
故，希望广大驾驶员朋友能严格按
照限速标志行驶，同时注意保持安
全车距，以确保行车安全。

本报记者 柳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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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日讯(记者 宋佳)

“炮竹声中一岁除”，春节燃放鞭
炮总会因各种原因受伤。2日，记者
从烟台市120急救指挥中心了解
到，2月18日至24日，全市因燃放烟
花爆竹炸伤或烧伤共49人，较去年
同比下降5%。

烟台市120急救中心工作人员
介绍，今年鞭炮伤整体呈现平稳态
势，较去年略有下降，鞭炮伤里大
部分伤者为18岁以下未成年人，受
伤部位主要为手部和面部，个别引
起眼部外伤和烧伤，伤情较重。

“元宵节即将到来，全市又将
迎来一次燃放烟花爆竹的高峰。”
市120急救指挥中心提醒广大市民
燃放烟花爆竹要多注意安全。儿
童燃放烟花爆竹，必须在成年人
的监护下进行；要教育儿童尽可
能不要燃放爆竹，如果燃放也要
注意安全。

春节期间

全市49例鞭炮伤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李凝
通讯员 王凤杰) 2日，记者从招
远淘金小镇景区获悉，在“三八”国
际妇女节期间招远黄金博览苑、淘
金小镇景区对女性游客实行门票
半价优惠政策。

据了解，3月7日及8日，招远黄金
博览苑、淘金小镇景区对妇女采取
半价优惠政策，同时女性游客可以
凭门票领取景区赠送的“南韩纱巾”
一条。景区对军人、记者、导游、70周
岁以上老人、摄影协会成员及1 . 2米
以下的儿童将保持免费政策不变。

女性游淘金小镇

凭门票可得纱巾

本报3月2日讯 (记者 张
晶 ) 加快道路等重点项目建
设，争取胜利南路南延隧道年
底全线贯通，新建百个农村新
社区，开工建设33万平方米安
置房……新春伊始，烟台市住
建局列出2015年“十二件大事”，
上述工作内容都被囊括其中。

据了解，烟台市住建局汇
总的“十二件大事”中提到，要
推进省级建筑产业现代化试点

城市建设，建设国家级建筑产
业现代化示范园区；加快27项
城建重点项目建设，其中，胜利
南路南延隧道年底实现全线贯
通。

今年还将综合整治100个
村庄，全年硬化道路140余万平
方米，新建100个农村新型社
区，农房3万户，新型社区全部
实现污水集中处理，建制镇污
水处理覆盖率达到70%以上。

此外，在市中心区不同区
域，选址建设4个安置房项目，
开工建设安置房1842套、33 . 3万
平方米，为旧城改造和市区城
建重点项目建设提供充足的安
置保障。其中，建城颐苑项目6

月底前完成消防及综合验收，
建城西府项目年底前具备交付
使用条件，北马路大庙区片、建
城福苑2号项目年内启动建设。

年内，全烟台市建设筹集

保障房800套，新增租赁补贴
3700户，实施棚户区改造1 . 7万
户以上，集中解决2万户群众住
房问题。

另外，在今年10月份，还将
建成房屋登记网上模拟平台，
利用3D技术全景展现业务办
理流程，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
研究出台《烟台市房产测绘实
施细则》，减少商品房买卖面积
纠纷问题。

今今年年将将开开工工建建设设11884422套套安安置置房房
市住建局列出年度“十二件大事”，涉及住房保障等多个项目

本报3月2日讯 (记者 李
楠楠 ) 2日，今年的高校自主
招生开始报名，由于今年首次
高校自主招生考核挪到高考后
进行，烟台不少考生和家长对
于自主招生报名跃跃欲试，但
记者发现由于时间紧，各个学
校的考试扎堆，考生们可选范
围缩小，最多只能选择两所学
校。

“我看了一下，现在招生简
章一股脑儿全出来了，也比较
抓狂。有些大学的相关规定都
是全新的，这需要学生尽快熟
悉。”牟平一中数学教师毕德毅
告诉记者。

据悉，自试点高校自主招

生以来，今年是首次将考试时
间挪至高考后进行。这样既可
以有效解决影响中学教学秩序
等问题，又不推迟现行高考录
取进程。“可以说是给学生们多
了一次机会。成绩在中上游的
学生都可以自荐报名。”烟台一
中副校长马述涛说，“现在学校
还没有开学，估计今年将比以
往有更多的人报考自主招生。”

不过，从各个高校的招生
简章看，各高校自主招生时间

“撞车”情况比往年更加严重，
大多数高校集中在6月13、14日
进行自主招生考试。以省内3所
高校为例，其中山东大学自招
考试时间为6月13日报到，6月

14日考试；中国海洋大学拟定
于6月13日-14日考试；中国石
油大学(华东)自招考试报到时
间为6月13日，面试时间为6月
14日。省外高校考试时间“撞
车”的也不少，如武汉大学、大
连理工大学考试时间均为6月
14日、15日；南开大学、中国政
法大学也在6月13日或14日进
行测试。

绝大部分高校都将自招测
试时间安排在6月13日至16日，
而超过九成的高校更是将时间
限定在了6月13日、14日两天，
也就是高考结束后的第一个周
末。

“这意味每天都有七八所

高校在测试，‘撞车’很严重，学
生们最多能插空报考两所高
校，更多的只能报考一所，不可
能像以往那样‘撒网’了。”马述
涛说，“这需要学生和家长准确
定位。”

考生报名的时候可以“广
撒网”，向多所具备自招资格的
高校提供自荐材料，提高选中
几率的同时，也为高考后的准
确选择做好铺垫。市区另一所
重点高中的高三负责人建议，

“高考结束后，考生可以大体预
估一下自己的成绩，再根据预
估的成绩慎重选择通过自荐的
高校，这一点需要考生和家长
仔细斟酌。”

高校自主招生开始报名，6月中旬扎堆考试

招招考考““大大撞撞车车””，，考考生生最最多多选选俩俩学学校校

招远秧歌进城
您见过8里长街上各种民俗节目同台上演的情景吗？2日上午在招远市

罗峰路，由2300多人组成的28支秧歌队共同表演拜年大秧歌。主街道两旁
人头攒动，活动历时4个多小时，观看群众达到5万多人。近年来每年元宵节
前正月十二的罗峰路均是如此热闹，已成为市民新春一盼。

本报记者 王晏坤 通讯员 兰伟成 赵亚男 摄影报道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蒋大伟
通讯员 郝光亮) 自今年3月1

日起，国际航线海船船员，港澳台
航线船员以及国际河流段航线船
员可个人申报海员证。2日上午，来
自威海市的异地船员宋志松提交
了个人申报海员证申请，烟台海事
局当天上午就给宋志松签发了烟
台辖区首本个人申报的海员证。

据了解，根据2014年12月交通
运输部海事局印发的《关于个人申
办海员证有关事项的通知》，自今
年3月1日起，国际航线海船船员，港
澳台航线船员以及国际河流段航
线船员，个人可向由交通运输部海
事局授权的任一海员证签发机关
申办海员证；也可由船员本人委托
海员外派机构、甲级海船船员服务
机构及海员证申办单位代为申办。

个人申报海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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