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订机票时才
知道这是莱山机
场 最 后 一 天 运
营，我单位就在
莱山机场附近，
以后再没机会在
这儿乘机了，还
是很有感情的。
——— IT精英 陆
洋 32岁

在莱山机场
工作三年多真的
有感情，领导和
同事对我都很照
顾，我不能跟着
去新机场了，要
在家附近找个保
洁工作。
——— 机场物业保
洁人员 史永卿

57岁

本报记者 李大
鹏 整理

停车篇>> 1088个停车位，实行短时停车收费

新机场的三
层阶梯式立体停
车场拥有 1 0 8 8个
停 车 位 。“ 出 发 ”

“停车场”标志一
目了然，如果市民
只是临时停车下
客可以将车开到

“出发层”，如果需
要停车送人或者
接机，则需要将车
开到航站楼一层
前的停车场。停车
场共有 1 0 8 8个停
车位。

登机篇>>“高进低出”到发旅客不同层

整个航站楼
设计共分为 3层，
最高的第三层为

“出发层”，最低的
第 一 层 为“ 到 达
层 ”，中 间 为“ 夹
层”旅客下机后
通过登机桥
路过该层
到 达 第
一层。

小（中）型机动车收费：
停车第一个半小时收费2元，
超过第一个半小时，按小时

（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计
费，每小时5元。连续长时停
车，实行限额累计收费，第一
个24小时收费额不超过30元，
第二个24小时收费额不超过
40元，第三个24小时起每24小
时收费额均不超过50元。

大型机动车收费：停车
第一个半小时收费5元，超过
第一个半小时，按小时(不足1

小时按1小时计算)计费，每小
时10元。连续长时停车，实行
限额累计收费，第一个24小
时收费额不超过60元，第二
个 2 4小时收费额不超过 7 0

元，第三个24小时起每24小
时收费额均不超过80元。

继续执行现行的停车免
费政策。在停车场停放的军
警、救护、工程抢险等特种车
辆以及肢体残疾人持《中华人
民共和国残疾人证》驾驶的专
用车辆，免收停车费；在航站
楼前适当位置设置机动车即
停即走通道和出租车待租区，
凡在通道内即停即走的机动
车以及在待租区待客的出租
车，免收停车费。

航站楼“出发层”设有A、
B、C三个值机区域。每个区域
均有16个值机柜台。A区在入
口处的最右边，国际和港澳台
地区的航班的旅客在这里办
理登机手续；B区在出发层的
正中央，办理除山航外的其他
航空公司的国内出发登机手
续；C区则在入口处的最左
边，乘坐山航航班出行的旅客
在这里办理登机手续。

位于A值机区域的后方
是国际和港澳台地区航班的
旅客安检独立区域，旅客要
进行检验检疫、海关申报、边
防检查、安检，然后才是候
机、登机。位于B值机区域的
正后方是国内安检区域，顺
利通过安检后便可准备登
机。

此外，位于“出发层”的
左右两侧分别有国内和国际
大件行李托运区，“出发层”
两侧各设有一夹层，可通过
楼梯到达，设有餐饮、休闲区
域可供市民选择。旅客乘机
到达蓬莱国际机场后，需要
通过登机桥或者摆渡车到达
第一层“到达层”取行李。

如何到达新机场？新机场咋停车？怎么办理登机？

乘乘机机攻攻略略统统统统看看这这里里

出发篇>> 三种方式可供选择：大巴、自驾、出租车

机场大巴

目前，市区有4条机场巴士线路
直达新机场，起点分别为烟台汽车
总站、新时代大厦、烟台南山皇冠
假日酒店以及烟台东方海天酒店。
其中市区机场巴士最早发车时间为
早上5点，始发站为烟台汽车总站和
烟台南山皇冠假日酒店；最晚为晚
上9点，始发站为烟台南山皇冠假日
酒店。票价20至30元不等。

机场快线

目前开通了烟台蓬莱国际机
场至龙口、蓬莱、威海、乳山、荣成、
文登、石岛、招远、莱州、栖霞、莱阳
等双向机场快线，全程高速、一票
直达。

本报记者 蒋大伟 张琪 王永军

烟台蓬莱国际机场正式启用，你打算怎么去坐飞机？本报整理了一份《蓬莱国际
机场乘机全攻略》，让你乘机不再担心。坐大巴怎么去新机场？新机场有停车场吗？自
驾怎么到达？在新机场登机要注意什么呢？别急，你想知道的答案本报都能告诉你。

出租车

从烟台蓬莱国际机场打车到
烟台市区火车站南广场，全程43公
里，费用大概在130-140元(不含高
速公路通行费)。

自驾

走高速(推荐路线)：出发地(目
的地)在芝罘区的市民，如果从火车
站南广场出发，从沈海高速(G15)福山
收费站上高速，全程43公里，用时50

分钟，过路费10元。出发地(目的地)在
莱山区、高新区的市民，可在轸格庄
或者莱山两处收费站上下高速，全程
高速预计用时会大大缩减，预计高速
通行费15元左右。

不走高速：依然从烟台火车站
南广场出发，经开发区走206国道到
达新机场，全程用时70多分钟，且红
绿灯达40多个，走走停停耗时最多。

还

烟烟 台台 蓬蓬 莱莱 国国 际际 机机 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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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烟 台

机场巴士 票价 发车时间

1号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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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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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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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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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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