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报名名时时““刹刹刹刹车车””，，驾驾培培提提速速保保质质
目前，烟台存量学员超出新政规定的限制参数近8万人，需“去库存”

C06 城事 2015年5月12日 星期二 编辑：王红 美编：李艳梅 校对：周宣刚 今 日 烟 台>>>>

4月30日，公安部交通管
理科学研究所对公安交通管
理综合应用平台进行了系统
升级，其中规范了驾校受理
人数限制参数。升级后，烟台
市大多数驾校存量学员超出
限制参数。因此，新报名的学
员就无法实现马上入学，需
等待存量学员“消耗”到限制
参数之内。

据烟台交警部门统计，
目前烟台有17万余名学员报
名入学后还没取得驾照。烟

台市共有驾校53家，C1类教
练车5100辆左右，按照目前
政策要求，每辆教练车常规
学员数量为6人，常规核准学
员总数为30600人。根据政策
核准要求，允许驾校在常规
核准学员的基础上拥有一部
分存量学员，目前烟台市允
许的存量学员数为7万人左
右，烟台市所有驾校超出培
训能力学员共计78700人，积
压学员总体情况不容乐观。

“目前，个别驾校出现一

辆教练车有20多个学员同时
学车的情况，学员每天练车的
时间和机会有限，虽然报名成
功了，但驾培环节还是要等
待。”烟台市交警支队驾考科
科长常国滨说，新政实施，不
仅限制了驾校的无限招生、无
序招生，使驾校更重视培训质
量和考试合格率，还能有效解
决驾培单位重招生轻培训、重
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的问题，
报名环节“刹刹车”，能使驾培
环节提速又保质。

驾考能力充足

年考学员达20万人

消除过多存量学员，除了受驾
校的培训能力和培训质量影响外，
驾考中心的考试能力也是影响因
素。

据了解，目前烟台市C1类驾
照驾考科目一的通过率为88%，科
目二的通过率为78%，科目三的通
过率为82%。“科目三考试考官每
周六都是无偿加班，目前烟台市一
年能完成的考试学员可达20万人，
2014年烟台市成功取得驾照的学
员有近19万人，也是近几年来人数
较多的一年，现阶段我们将加大考
试力量，尽快缓解存量学员过多的
压力。”常国滨说，目前的考试能力
是充足的，个别高峰期会出现排队
考试的情况，新政实施，也有利于
驾考环节良性循环。

本报记者 蒋大伟

这个周五有场

残疾人专场招聘会

本报5月11日讯（记者 李楠
楠 通讯员 邱国红） 为进一步
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芝罘区残联
将在助残日期间构建企业和残疾
人之间的交流平台，于5月15日上
午在芝罘区残联（芝罘区机场路40

号，原老粮校院内）举办残疾人就
业专场招聘会。

有招聘残疾人意向的企业可
到芝罘区残联进行登记；有一定工
作能力的残疾人可届时到现场，选
择适合自己的职位。详情可咨询芝
罘区残联，联系电话6011602。

周日校园开放日

烟台二中等你来

本报5月11日讯（记者 李楠
楠） 5月17日上午，烟台二中将在
新校区举行校园开放日系列活
动，广大市民可以走进二中新校
区，了解百年二中的校园文化。开
放日现场，烟台二中副校长于文
斌将详细汇报新校区运转一年以
来的办学成果，还在体育场设有

“名师高中考现场咨询”，学校名
师团队将与学生、家长面对面交
流，对考生进行学科备考指导与
心理辅导。

2015年烟台二中继续面向市
内六区招生，招生政策、报名方法
也是广大家长热议的话题。届时，
学校在体育场专设“家长接待
处”，为前来咨询的学生和家长服
务。

开放日时间：5月17日上午8：
00-11：30

烟台二中新校区地址：烟台
市高新区创新路57号

公交线路：乘51路、52路、566

路、569路、605路、K62路，到“烟台
二中站”下车即可。

中国福利彩票
开奖公告

存量学员超限近8万人

新报名学员不能入学，
这种情况将持续多久？

据了解，目前各驾校存
量学员的情况都不尽相同，
驾校能否正常进行新学员入
学，取决于该驾校存量学员
是否符合限制参数。

“个别新驾校由于存量

学员较少，通过一段时间的
培训很快就能步入正常循环
轨道，预计个别驾校本月底
即可正常招生。”常国滨说，
部分老驾校由于存量学员较
多，加上驾校自身培训能力
和培训质量的差异，可能需
要几个月来消化存量学员。

对于这样的变化，有市
民担心，学车是否会涨价？

“目前我们学校还不会
涨价，如果涨价必定招致学
员不满。将来不好说。”一位
驾校负责人表示。目前，学车
费用都需物价局核准，涨价
不一定能够顺利实现。

受限不同，个别驾校月底可正常招生

近日，烟台市部分
驾校出现新学员无法
报名入学的情况（详见
本报5月8日A07版《驾
考限额，多地学员难报
名》）。11日，记者从烟
台市交警支队驾考科
了解到，目前部分驾校
新学员无法入学，是因
为公安交通管理综合
应用平台系统升级后，
规范了驾校受理人数
限制参数，而大多数驾
校目前的存量学员数
超出限制参数。短时间
的报名环节“刹刹车”，
新报名的学员在驾培
环节将提速保质。

天天旋旋地地转转，，惊惊险险刺刺激激！！
30多名市民走进地震科普基地，现场惊叹连连

本报5月11日讯（记者 柳
斌 实 习 生 张 茜 ）

“啊……”随着阵阵尖叫声，30

多位市民在烟台塔山地震科普
基地体验了地震来临时的感
觉。11日，在5·12全国防灾减灾
日到来之际，本报和烟台市地
震局组织了免费体验活动。

“一辈子没经历过地震，这
次是真的体验到了。”今年73岁
的历振龙介绍说，如果真的遇
上大地震，站都站不住，肯定也
跑不了。历振龙刚说完自己的
感受，工作人员就进行了纠正：
当地震来临时，如果在建筑物
内不要试图跑，而要找安全的
角落躲避。

在地震科普教育基地，
有 一 个 体 验 活 动 为 地 震 转
筒，走进转筒后，由于周围的
画面是转动的，让市民产生
了地面转动的感觉，不少市
民 吓 得 抓 住 栏 杆 半 蹲 在 地
上，不敢行进。现场还模拟了
7级地震，剧烈的晃动让人无
法站立，不少市民紧紧地抓
住了栏杆，防止被晃倒。

“这个我可走不了，太倾
斜了。”体验馆对面还有一座
倾斜角度为19°的地震模拟

建筑，一些年龄较大的体验
者只在门口走了两步就出来
了，年轻的体验者手脚并用，
互相搀扶着爬上了四楼。

刺激的还有4D影片，惊险

的地震影片加上随着画面晃动
的座椅，给体验者一种身临其
境的地震感受。体验的路上惊
叹声此起彼伏，走出体验馆时，
大家脸上浮现出“大难不死”的

欣慰表情。
体验活动结束后，市民张

先生说，体验活动很有意义，让
大家切实体会到了地震的威力
和逃生的技巧。

谁谁家家有有过过期期药药，，快快来来换换购购吧吧
周六上午，市食药监将开展过期药回收活动

本报5月11日讯（记者
秦雪丽） 家里有没吃完的过
期药品怎么办？5月16日上午9

点到芝罘屯路的烟台漱玉平
民大药房医药商城店来换购
吧，当天上午，市食药监将在
此开展过期药品回收活动，过
期药品可兑换等额代金券，现
场还有8位名医免费义诊。

随着药品分类管理制度
的深入实施，市民有“头疼脑
热”等小症状往往习惯到药店
选购非处方药，不少市民家中

都备有小药箱。但病愈后一些
药品就不再使用，久而久之，
家中积攒了不少过期失效药
品。

“这些过期药品，可能会
因疏忽大意使用而贻误了病
情，如果随意丢弃，也会给药
贩 子 违 法 回 收 提 供 可 乘 之
机。”烟台市食药监一位工作
人员介绍，为有效防止家庭过
期失效药品流入社会，2015年
度家庭过期失效药品定点回
收活动将于5月16日上午9点

于芝罘屯路烟台漱玉平民大
药房医药商城店举行。

活动期间，凡前88名送交
过期失效药品的市民，均可获
赠包含家庭常用药品的健康
小药箱一个，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将现场解答有关用药
咨询，同时，市民可凭过期药
品在漱玉平民药店内等价兑
换代金券。

为了让广大市民在自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免费的医疗
保健服务，活动当天，漱玉平

民大药房联合步长制药，特
邀毓璜顶医院、烟台山医院、
中医院等的 8位名医携手医
药商城店进行免费义诊，义
诊内容包括中医科、保健科、
神经内科、内分泌科、心脑血
管内科。

据了解，今后每月的1日、
11日、21日，市民凭过期药品
即可到漱玉平民大药房下属
连锁门店等价兑换代金券，食
药监部门还将免费发放环保
手提袋。

年轻的体验者手脚并用，互相搀扶着爬上了倾斜19°的地震模拟建筑。 本报记者 柳斌 摄

本报记者 蒋大伟
通讯员 袁圣凯
蒋楠 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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