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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辆辆出出租租车车停停车车待待客客被被罚罚
和平路与东城路交叉路口、老汽车站、威高广场及北门岗“违停”较多

本报3月29日讯 (记者 孙
丽娟 ) 26日晚，市交警支队一
大队夜查，重点是出租车违法占
道停车待客。当晚，6辆“违停”出
租车被查，每个司机被罚100元。

天气转暖，市区繁华地段的
车流、人流量增多，一些出租车
在人员密集区域自发“停车待
客”，影响周边交通，也给过往车
辆和行人带来了安全隐患。

当晚的执法中，民警发现出
租车停车待客严重的区域主要
集中于：市区和平路与东城路交

叉路口、老汽车站附近，威高广
场公交站点及北门岗附近。当
晚，在和平路与东城路交叉路
口、威高广场公交站点，民警查
处6辆“违停”出租车，6个司机各
被罚100元。

交警一大队副大队长姚利
杰表示，在没有明令禁止停车的
区域，只要不妨碍其他车辆和行
人通行，出租车停车上下客是被
允许的，但之后必须马上驶离，
不允许长时间逗留，否则被视为
停车待客。

暖暖春春
日前，环翠楼街道办事处开

展全民健身“暖春”行动，为社区
居民教授健身气功，通过对社区
点长的培训，以点带面推动居民
全面参与。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南曲阜—长峰

37路区间车开通

本报3月29日讯(记者 冯琳)

日前，南曲阜至长峰的37路区
间车开通。该线由南曲阜单向发
车，沿37路线行至长峰，停靠沿途
公交站点。

29日，从威海市公交集团了
解到，该区间车是威海首班区间
车，开通原因是，37路改线后，经
公交集团监测显示，37路上下班
高峰期客源非常多，南曲阜至长
峰段客流较为拥堵。为此，公交集
团决定开通南曲阜至长峰的37路
区间车。目前，暂定每天两班，发
车时间为早上6：40和6：55，沿途
停靠南曲阜至长峰段的各公交站
点。

该区间车票价同于37路车，
票价为1元/人次。威海公交集团
将继续关注南曲阜区域的客流情
况，根据需求调整区间车班次。

本报3月29日讯 (记者 刘
洁 通讯员 刘云超) 记者从
威海市教育局获悉，2015年威
海市中小学生体育联赛乒乓球
比赛将于4月11日在威海乒羽
健身中心举行。

据介绍，4月11日，2015年
威海市第五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暨中小学生体育联赛将于新落
成的威海乒羽健身中心举行，
2 0 1 5年威海市中小学生体育
联赛乒乓球比赛、威海市羽毛
球锦标赛、威海市第五届全民
健身运动会乒乓球、羽毛球赛
4个比赛将于4月1 1日起陆续
在此举行，届时，全市有近800

名乒羽高手将汇聚首次启用的
威海乒羽健身中心展开3天激
烈角逐，市民可现场观赛。

此次中小学体育联赛乒
乓球赛设普通高中男子组、女
子组；中等职业学校男子组、
女子组；初中男子组、女子组；
小 学 男 子 组 、女 子 组 八 个 组

别。其中男、女团体赛均采用
“世界锦标赛制”进行单循环
赛，每队至少有一名直拍队员
出场比赛。团体比赛采用五场
三 胜 制 ；每 场 采 用 五 局 三 胜
制。单、双打比赛第一阶段进
行分组循环赛，第二阶段采用
淘汰赛。

小小学学乒乒乓乓球球联联赛赛下下月月开开打打
地点在威海乒羽健身中心，近800人参赛

本报3月29日讯 (记者 王
震 ) 天气持续晴暖，气温不断
攀升，很多人已经迫不及待地
脱去了厚装。本周内将有两次
降雨过程，周二为小雨，周四和
周五为中雨。

受阴晴变换和南北风交替
的影响，本周的气温波动较大，

以市区为例，周一的最高气温
为19℃，周三降至14℃，之后再
升又再降，波动频繁。

3月30日，晴间多云，西南
风沿海5到6级，内陆4到5级，温
度沿海6℃到14℃，内陆5℃到
20℃，市区7℃到19℃。

3月3 1日，多云转阴有小

雨，东北风沿海5到6级，内陆4
到5级，温度沿海7℃到12℃，
内陆 7℃到 1 5℃，市区 8 ℃到
15℃。

4月1日，阴转少云，东北风
沿海5到6级，内陆4到5级，温度
沿海 5℃到 1 0 ℃，内陆 5℃到
18℃，市区6℃到13℃。

4月2日和3日，阴有中雨，
南北风交替出现，且风力较大，
2日的气温较低，3日起开始回
升，4日起天气转晴，但由于转
北风，气温再降。

本周气温波动较大，请市
民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根据冷
暖适当添减衣物。

本本周周两两场场雨雨 还还得得穿穿秋秋裤裤
周二为小雨，周四和周五为中雨

本报3月29日讯(记者 王帅)

日前，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
务部下发2015年老旧汽车报废更
新补贴政策，今年的政策扩大了
补贴范围，中型载货车及危险品
运输载货车被纳入补贴范围。

此次补贴范围包括2015年
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交售给
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的，使

用10年以上(含10年)且未达到
规 定 的 使 用 年 限 的 半 挂 牵 引
车、总质量大于1 . 2万千克(含)
的重型载货车(含普通货车、厢
式货车、仓栅式货车、封闭货
车、罐式货车、平板货车、集装
箱车、自卸货车、特殊结构货车
等车型，下同)，以及总质量大于
1万千克(含)且小于1 . 2万千克

的中型载货车。
201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期间交售给报废汽车回收拆解
企业的，使用8年以上(含8年)且
不到10年的危险品运输(机动车
登记证书或机动车行驶证上使
用性质登记为危险品运输或危
化品运输，下同)半挂牵引车、总
质量大于12000千克(含12000千

克 )的危险品运输重型载货车
(含厢式货车、封闭货车、罐式货
车、集装箱车、特殊结构货车等
车型，下同 )，以及总质量大于
10000千克(含10000千克)且小
于12000千克的危险品运输中型
载货车。无动力装置的全挂车、
半挂车不属于上述半挂牵引车、
载货车范围。

今年，中型载货车及危险品
运输载货车被纳入补贴范围；申
领补贴的条件降低，老旧汽车报
废无需购买新车，只要符合条件
的车辆报废即可申领补贴。

据悉，今年补贴标准为半挂
牵引车、重型载货车每辆车补贴
1 . 8万元人民币，中型载货车每
辆车补贴1 . 3万元人民币。

老老旧旧汽汽车车报报废废更更新新补补贴贴范范围围扩扩大大
中型载货车及危险品运输载货车也算，不买新车也能申领

民警在对违法占道停车待客的出租车司机进行处罚。

环翠区今年拟建

30处日间照料中心

本报3月29日讯(记者 许君
丽 通讯员 李雪洁 ) 记者从
环翠区民政局获悉，至2014年底，
环翠区共建成城市社区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79处，覆盖率达75%，
2015年将再建30处，力争实现社
区日间照料覆盖全部城市社区。

2014年起，环翠区民政局全
面推开城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建
设，利用二年时间，在全区所有城
市社区和50%的农村社区建设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社区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同时承担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职能，组织社区服务机
构为老年人开展上门服务。

结合环翠区实际，环翠区将
日间照料中心建设规模分为五
类，每个日间照料中心建筑面积
应不小于300㎡。应根据实际需
要合理设置老年人生活服务、保
健康复、娱乐及辅助用房。要求所
有日间照料实现“三统一”，即统
一名称，制作标牌悬挂于醒目位
置；统一制定日常管理制度；要结
合实际开展多种丰富多彩且适应
老年人的文体娱乐活动，统一做
好日常活动记录。

春季是麻疹、风疹的发病高
峰季节。石岛人民医院各相关科
室认真做好自身防护，加强预检
分诊，院内感染的控制，以及隔离
治疗。凡接诊发热、出疹病例同时
伴有咳嗽、结膜炎、淋巴结肿大、
关节炎等症状之一者，立刻将患
者详细信息登记完整并立即电话
上报公共卫生科，同时就地隔离
患者，防止病毒扩散。 于新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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