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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告别别莱莱山山机机场场，，就就在在今今夜夜
机场今天分三批进行地面车辆转场，4条机场巴士实行全程一票制

本报5月26日讯（记者 蒋
大伟 通讯员 烟价 赵烽
王维霞） 27日，烟台莱山国际
机场执行完当日航班，22点后
将不再接受航班降落，28日零
时起相关转场航空器和9班调
整航班将陆续降落烟台蓬莱国
际机场。届时，民航莱山国际机
场将正式关闭，28日零时起烟
台蓬莱国际机场将正式启用。

据了解，莱山国际机场27

日白天的航班将正常起降。为
了配合新机场顺利转场，22时
起莱山国际机场将不再接受航
班降落。涉及的山航和东航的
共9个航班将进行调整，于28日
零点后直接降落到蓬莱国际机
场，也就是说相关9个航班的接
机需要到蓬莱国际机场。

27日白天，将分成三批进
行机场地面车辆的转场工作，

“部分车辆已经于前期进行转
场，大多数是目前使用不上的
除冰车等，由于27日当天莱山
国际机场还将正常运营，大部
分地面特殊车辆需要在27日当

天开往新机场，保证28日零时
起新机场对地面特殊车辆的使
用。”烟台机场的工作人员介绍
说。

此外，为了保证28日零时
到达蓬莱国际机场的旅客的驳
接运输，相关线路的机场巴士
于27日晚上到达新机场，等待

首批旅客的到来。
目前，市区4条机场巴士线

路票价确定，各巴士线路票价
实行一票制。其中1号线和2号
线票价为20元，3号线票价为25

元，4号线票价为30元。
为方便往返机场的旅客便

捷购票，运行烟台蓬莱国际机

场的4条机场巴士以及蓬莱、龙
口、威海、乳山、文登、荣成等机
场快线全面开通网上售票业
务，旅客只需登录烟台交运集
团 网 上 售 票 平 台

（www. 6666111 .cn），搜索乘车
站点名称，动动手指即可实现
在线购票。

5月26日，记者在新机场高
速机场收费站看到，除当班收
费人员外，其他人员正在对岗
亭、收费车道和站区进行环境
清理，技术人员正在对设备运
行状况进行检查。

“我们结合转场车辆主要
通行荣乌高速杜家疃收费站和
机场收费站的实际，在两个收
费站为转场车辆开辟了专用通
道，并在专用通道安排外勤人
员进行车辆疏导，保障车辆快
速通行。”烟台市公路局征收科
科长曹建生说。

据悉，为保障“大转场”和
服务新机场运行，机场收费站
27日夜间至29日凌晨将满员上
岗，以便为转场车队提供必要
服务，应对因新机场首日运行
可能激增的车流。

“考虑新机场运行首日，很
多乘客可能首次‘光顾’，我们
还印制了蓬莱国际机场接送机
线路‘明白纸’，对去往候机厅
和接机口的路线进行图文并茂
的说明，届时免费发放给途经
收费站的接送机人员，并通过
培训让每名收费员熟悉接送机
线路，以便及时提供线路问询
服务。”曹建生说。

曹建生介绍，新机场运行
首日，烟台市境内的荣乌高速、
沈海高速主线电子显示屏也将
开启，提醒广大驾乘人员，福山
主线收费站车流量相对较大，
接送机车辆可就近选择莱山、
杜家疃、崇义等收费站快速通
行。

本报记者 蒋大伟 通讯
员 彭川东 原超

本报联合烟台农业局推出第二届“烟台樱桃红齐鲁”活动

打打个个电电话话，，正正宗宗烟烟台台大大樱樱桃桃送送上上门门
本报5月26日讯（记者 李

静） 烟台红彤彤的大樱桃上
市啦，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吃上
正宗烟台大樱桃，即日起，本报
联合烟台农业局推出第二届

“烟台樱桃红齐鲁”活动。今年
的大樱桃个头更大，口感更甜，
不论是选择自己吃，还是馈赠
亲朋，只要您一个电话或者点
击一下鼠标，正宗的烟台大樱
桃就会直接送到家门口。

去年，首届“烟台樱桃红齐
鲁”受到不少市民追捧，今年，
大樱桃还没成熟，来自省内外
的不少朋友就打电话前来预
订，称还想吃正宗的烟台大樱
桃。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吃上正
宗烟台大樱桃，今年本报联合
烟台农业局推出第二届“烟台
樱桃红齐鲁”活动，同时携手广
州日报、山西晚报等国内著名
媒体，将烟台大樱桃带给全国
更多的朋友。

本次活动大樱桃全部来自
福山区张格庄镇，张格庄镇素
有“中国大樱桃第一镇”的称

号，位于北纬37°，年温适中，
四季分明，地处烟台市区最大
的饮用水源地门楼水库南岸，
依山傍水。其土壤层中富含最
适宜大樱桃生长的石灰岩层，
是生产优质大樱桃的最佳境
地，生长出的大樱桃含钙量丰
富，是名副其实的绿色、无污染
的“高钙”大樱桃。

与去年不同是，今年受倒春
寒影响，部分樱桃的花蕾被冻
坏，影响樱桃授粉，大樱桃产量
下降。但果农们说，也正是这个
原因，一棵树结的果子少了，剩
下的果子个头也比去年大一些，
而且每个果子相对吸收的营养
成分更多，口感吃起来更甜。

由于大樱桃果实娇嫩，不易
储存和运输，市场上销售的大樱
桃很多都是七八成熟，口感大打
折扣。为了追求更好的品质，在
选果的过程中，我们进行严格把
关，果实成熟度要求九成熟，口
感和品质更好。在物流上选择顺
丰速运，将以最短的时间，最快
的速度送货上门。

烟台新机场
起飞倒计时 天1

收费站开辟专用通道，确保“大转场”顺畅

相关新闻

本次“烟台樱桃红齐鲁”
活动主要推出大红灯、美早、
拉宾斯三个品种，单果直径在
一元硬币大小，单果重量在七
克以上。红灯肉质肥厚，果肉
较硬，酸甜适口，属于早熟品
种，是目前主要供应的品种。
美早果实个大，平均单果重9

克左右，风味酸甜可口，属于
晚熟品种，目前还没有成熟，
想吃美早的还要等几天。

现果销售价格为，红灯、
拉 宾 斯（ 品 级 ：一 等 果 约
24mm）三斤装111元，五斤装

155元。美早（品级：一等果约
29mm）三斤装153元，五斤装
205元，邮费已包含在其中。

如果您也想尝尝正宗的
烟台大樱桃，可以拨打0535-
6879076、13854566586进行订
购，或者在淘宝主页搜索店
铺“烟台优品果农”或直接登
录 淘 宝 店 h t t p : / / q l w b -
jryt.taobao.com/进行下单。您
也可以上门选购，地址：烟台
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
厦1601室。

本报记者 李静

目前主要供应大红灯

想吃美早还要等几天

26日，莱山机场值机室内的办公用品已运走不少，工作人员蹲在地上办公。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机场巴士
票

价
发车时间

1 烟台汽车

总站至机

场线

20元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0：30
11：00 12：00 13：00 13：30 14：30 15：30
16：00 16：30 17：00 17：30 18：30 19：30

20：00
2 新时代大

厦至机场

线

20元
7：50 10：30 11：30 13：00

14：30 16：00 17：30 19：00

3 烟台南山
皇冠假日
酒店至机
场线

25元

5：00 6：00 7：00 9：00 10：30 11：30 13：00

14：00 15：00 17：00 18：00 19：30 20：30

21：00

4 烟台东方

海天酒店

至机场线

30元
8：00 10：00 11：00 13：30

14：30 16：30 19：00

以上机场巴士的具体发车乘车时间，将会在黄金周、

春运等时间段以及航班进港高峰期、航班不正常等特殊情

况下视情况临时调整。

机场巴士在机场发车班次根据航班动态确定，只要有

航班降落，就有机场巴士为您服务。

交警公布驾校

培训资质清单

本报5月26日讯（通讯员 蒋
楠 龙连玮 记者 柳斌） 26

日，交警公布了烟台市驾校培训
资质和培训能力清单，目前多数
驾校处于饱和状态。交警分析，消
化完现有“库存”学员至少需要两
三个月的时间。

从5月1日起，全市驾驶人报名
受理实行了“出一进一”的方式，
因烟台驾校存量学员多于其培训
能力，目前全市驾校采取了消耗

“库存”学员的方式，新学员必须
等待“库存”学员消耗到限定额度
后，才能够重新报名考车。

交警26日公布了烟台市驾校
培训资质和培训能力清单，想要
学车的市民可根据各驾校报名情
况规划好自己的学车计划。

目前，全市共有存量学员约17

万名，超出培训能力7 . 8万人，交警
部门根据现有驾校培训能力分
析，将有两三个月时间才能完全
消化现有“库存”学员。

烟台港交警大队

违法处理室搬迁

本报5月26日讯（通讯员 蒋
楠 范辉杰 记者 柳斌） 最
近，烟台港交警大队违法处理室正
式搬迁至芝罘区海港路大悦城北，
即烟台港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
处，驾驶员可同时进行违法处理、
罚款缴纳业务。

违法处理室设置了叫号机，前
来处理交通违法行为的驾驶员通
过叫号机叫号排队。交警提醒，通
过柜台处理交通违法行为应提前
备好机动车行驶证、驾驶证。通过
自助处理机处理交通违法行为，提
前备好机动车行驶证、驾驶证、身
份证和银联卡。

市食药监将开展药品

流通领域专项整治

本报5月26日讯（记者 秦雪
丽） 为解决药品流通领域存在的
突出风险问题，烟台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在全市将开展为期三个
月的中药饮片、互联网售药、基层
涉药单位专项整治。

在中药饮片专项整治中，主要
是结合实施新修订GMP、GSP，以
非法购销中药饮片、出租出借证照
或虚开票据为非法生产经营提供
掩护、使用假劣中药材生产中药饮
片为整治重点，加强监督抽验，实
施监检结合、检打联动，促进中药
饮片质量持续好转。

在互联网售药专项整治中，主
要是以治疗肿瘤、糖尿病、冠心病、
高血压、性功能障碍等病症的药品
为重点品种，以互联网搜索引擎为
重点监测对象，以投诉举报信息为
重点线索，重点检查已取得互联网
药品交易资格证书的企业是否存
在违规销售药品等行为。

林科所今年指导退耕

还林还果1700多亩

本报5月26日讯（通讯员 陈
兰海 记者 李静） 今年以来，
烟台市林科所根据全市退耕还林
还果工作会议精神，积极组织技
术人员指导退耕还果技术工作，
截至目前已经指导种植核桃、黑
赤松、金银花等植物1700多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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