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日 威 海

““五五一一””出出行行 提提前前选选路路错错峰峰走走
请您留心拥堵、施工路段和交警的建议

本报4月29日讯(记者 孙丽
娟) “五一”假期期间，中短途旅
游出行集中，城市近郊景区、农
村、山区交通流量将大幅增加，
重要交通枢纽、道路节点周边道
路交通压力将明显加大，交警部
门提醒广大市民提前选择路线，
错峰出行。如遇路口交通拥堵，
请听从现场交通民警的指挥，耐
心等待，依次排队通行，切勿占
用应急车道行驶和停车。

根据往年同期交通状况分
析，5月1日上午和5月3日下午，进
出城车辆较多，疏港路工友灯岗
以北500米、工友灯岗至温泉小
学灯岗、温泉小学灯岗至虎山灯
岗等进出城主要路段易出现拥

堵现象。司机可行经青岛南路和
江家寨立交桥。

华夏城景区和仙姑顶景区
都位于环山路上，加之环山路是
一条连接高区、经区、环翠区的
重要通道，“五一”小长假期间该
条道路将异常繁忙；另外仙姑顶
景区将自5月1日至7日举办传统
的庙会活动，会进一步增大环山
路的交通压力。交警部门建议出
城旅游和探亲回家的驾驶人朋
友避开以上路段，绕行青岛路或
海滨路，也可绕行至珠海路或新
修的301省道。对于进入景区游
玩的游客，建议尽量搭乘公共交
通工具，如驾车进入景区一定要
到指定停车点有序停放。

“五一期间”，海上公园、威
海公园等景区将迎来大量市民
和外地游客，期间大型客车、小
型轿车将在海滨路、滨海大道等
路段聚集，其中威海公园位于海
滨路东，有专用的停车场，市民
和游客停车对正常交通影响不
大，但海滨路车速快，驾驶人驾
车行经该路段一定要集中精力，
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海上公园
紧邻滨海大道，该路为双向四车
道，路两侧划有停车位，实际通
行车道仅为双向两车道，道路通
行条件极为复杂，特别是春天花
园岗至清华街岗之间路段遇有
违法停车、交通事故、行人横穿
等情形将极为拥堵，建议非游览

公园的驾驶人朋友尽量避开以
上路段，绕行海滨路。进入公园
游玩建议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汽车站、火车站、客运码头
周边区域为主要交通枢纽，“五
一”小长假期间将成为外出旅游
及来威旅游的主要集散中心，人
员流动大，且公共交通工具及私
家车接送车辆将增多，建议广大
市民朋友合理安排出行时间，避
开高峰期出行。接送亲朋好友即
停即走，避免造成因违章停车而
造成的道路拥堵。

市区的威高广场、华联，经
区的佳世客、乐天、韩乐坊、齐鲁
商城等商业中心区域以及周边，
因商家促销、市民购物等原因，

将在车辆停放、行人通行等方面
面临很大的压力，交警部门届时
将会根据人车流量变化情况，开
展有针对性的交通疏导和车辆
分流，请听从交警指挥。

近期，省道S908桥头镇政府
驻地附近改扩建两侧道路，施工
车辆占道施工，司机行经上述路
段请谨慎驾驶。302省道(老集—
泊于段)拓宽，建议在崮山红绿灯
绕行至滨海大道进入经区。南曲
阜铁路桥封闭施工，建议绕行珠
海路或江家寨。海峰路(青岛路—
环山路之间)道路整修，建议绕行
峰北路或华夏路。环山路戚家庄
路段封闭整修施工，建议绕行塔
山中路、青岛路或海滨路。

荣成市区

施工路段请绕行

本报4月29日讯 (记者 孙
丽娟 通讯员 孔冰 ) 荣成市
区观海西路啤酒厂红绿灯至义
务小商品路段正在修路，建议司
机绕行。由于成山大道未安装路
中央隔离护栏，司机在成山大道
调头时，需格外注意往来车辆。

此外，荣成市区的南山路、青
山路、文化路等商业中心地段以
及重点景区附近，车流量较大，行
人众多，请司机到停车场按位停
车，切勿路边随意停放。“五一”期
间，交警部门将重点查处市区商
业中心路段和重点景区的乱停车
问题。

环海行低碳环保

咱徒步迎五一

本报4月29日讯 (记者 李
孟霏 ) 近日，山东广电网络威
海有限公司环翠分公司组织80
员工，开展迎五一环海低碳环保
徒步活动。

活动起点设在威海孙家疃
镇王家村海边，途经威海铁人三
项国际比赛自行车赛道，全长6
公里。公司给每位员工发放了一
个环保塑料袋，要求沿途遇到废
弃的矿泉水瓶、纸屑、废塑料袋
等垃圾污染物，积极捡拾，回收
处理。在1小时30分钟内徒步完
成的员工均可参与抽奖。最后，
有75名员工完成了比赛，9名员
工分别抽取了一二三等奖。

本报4月29日讯 (记者 冯
琳 ) 为保五一期间到威游客
饮食安全，28日—30日，威海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支
队对环翠区、高区及经区30余
家旅游餐饮企业进行专项检
查。2 9日上午，高区一家餐饮
单位新招员工未办理健康证，
稽查人员要求店家当天完成整
改，否则将获停业处罚。

29日上午，威海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稽查支队先后走
进4家饭店。此次专项活动专门
检查旅游餐饮企业，即五一小
长假期间集中接待外来游客就
餐的重点餐饮企业。检查内容
包括原料采购、台帐、消毒记录
等。重点检测对象包括饭店自
制食物如蛋糕、凉拌菜及自制
饮料等，主要原材料如蔬菜、肉
类及食用油也在检测之列，食
品相关产品如餐具、纸巾等也

位列其中。而食物具体检验项
目主要包括致病性微生物、化
学有毒有害物质、食品添加剂
等。

当日上午，高区一饭店有
几位员工没有健康证。经稽查
人员调查，这几位员工近日刚
进店，尚处于试用期，所以没
来得及办理健康证。稽查人员
当场令店主在当天内为几位新
员工办理健康证，否则可能受
到停业处罚。

稽查支队工作人员王先生
介绍，截至2 9日下午，此次专
项行动尚未检测出较大安全隐
患的餐饮单位。若有企业出现
食物过期等问题，威海市食药
监局将会对此立案，对餐饮单
位进行处罚。

威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提醒各餐饮企业，在五一小
长假期间注意：严禁超负荷接

待旅游团队；严禁制作生食海
鲜菜品；详细登记就餐旅行社
名称、人数、就餐时间及行程

等信息；每餐要按规定做好留
样记录，冷藏保存4 8小时，杜
绝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食食药药监监局局查查3300余余家家旅旅游游餐餐饮饮企企业业
一企业职工健康证不全被令当天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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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9日讯 (记者 冯
琳 ) 五一小长假期间，威海至
北京及济南的普通列车票非常
紧张，卧铺票全部售罄。此外，
威海至北京、济南及汉口方向
的硬座票也很紧俏，威海至济
南、北京等方向动车票也较为
紧俏。

5月1日—3日，威海至北
京方向及济南方向的普通列车
卧 铺 票 全 部 售 罄 。除 卧 铺 票
外，济南方向动车票上午班次
非常紧俏，几乎所剩无几；下
午班次略为宽松，尚有少量余
票。北京方向票紧俏程度比济
南还严重，北京方向的普通列

车票及动车票都几近售罄，3
天动车票几乎都没有剩余；普
通列车票卧铺全部售罄，硬座
票剩余数量不多。相比济南、
北京方向票的异常紧俏，汉口
方向略为宽松，五一小长假卧
铺票尚有少量剩余，硬座票也
有剩余。

以到威方向来看，济南到
威海，5月1日最紧俏，动车票及
普通列车票均所剩无几，5月2
日稍为宽松，5月3日又略显紧
张；北京到威海，5月1日最为紧
俏，动车票所剩无几，普通列车
票非常紧张，5月2日及3日稍为
宽松。

五五一一期期间间 到到济济南南、、北北京京的的火火车车卧卧铺铺票票售售罄罄
威海至各城市普通列车硬座票及动车票也很紧俏

“五一”假期

天气宜出游哦

本报4月29日讯 (记者 王
震) 5月1日至3日，威海市无降
水，无大风天气，气温1日较高，2
日和3日较低，天气适宜户外活
动。

4月30日，晴间多云，东南风
沿海5到6级，内陆3到4级，温度
沿海11℃到17℃，内陆11℃到
22℃，市区12℃到22℃。

5月1日，晴到多云，南风沿
海5到6级，内陆3到4级，温度沿
海 1 1℃到 1 7℃，内陆 1 2℃到
21℃，市区13℃到24℃。

5月2日，多云转阴，南风沿
海5到6级，内陆4到5级，温度沿
海 1 1℃到 1 5℃，内陆 1 1℃到
17℃，市区13℃到19℃。

5月3日，阴转多云，南风沿
海5～6级，内陆4～5级，温度沿
海 1 0℃～ 1 8℃，内陆 1 0℃～
19℃，市区12℃到20℃。

本报4月29日讯 (记者 李
孟霏 ) 2015年至今，高区商务
局新引进批准外商投增资项目5
个，投资总额9977万美元，合同
外资7 9 4 6万美元，实际到账外
资7300万美元，同比增长22%。

该部门引进山东吉威医疗
的新建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园项
目、王吉成博士医疗器械产业园
项目、北京化工大学威海技术转
移中心及碳纤维复合材料等项
目；同时抢抓中韩自贸区地方经
济合作示范区建设；在高区创业
基地建立韩国技术转让中心；大
力引进新型韩资跨境电子商务
企业。

此外，今年以来，新增外商
投资商业贸易项目4个，其中韩
国投资项目3个，经营领域涵盖
日 用 消 费 品 、服 装 、汽 车 零 部
件、电子零部件等。

高区商务局

多渠道招商引资

迎迎五五一一
28日，光明社区举办了“迎五一”文艺汇演。社区的文艺骨干们齐

聚一堂，在社区广场上共同为社区居民献上了一台丰富多彩的文艺演
出。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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