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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威海海将将建建55个个跨跨境境电电商商产产业业园园
到2017年，将有500家企业开展跨境电子商务

本报11月3日讯(记者 冯琳
通讯员 于淼 ) 记者从威海

市商务局了解到，威海将大力发
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
力。力争到2017年，完成中韩跨
境电子商务首选运输中心、中韩
跨境电子商务仓储分拨中心、中
韩跨境电子商务数据中心建设，
培育50家跨境电子商务领军企
业，建设5个市级以上跨境电子
商务产业园区、5个省级跨境电

子商务公共海外仓，推动500家
企业开展跨境电子商务，跨境电
子商务年交易额突破5000万美
元，总体发展水平位居全省前列。

为此，威海商务局将从多方
面推动。首先，推动跨境电子商务
主体集聚发展，鼓励跨境电子商
务企业创建自主品牌，实施品牌
化、规模化经营，2015年、2016年、
2017年分别培育跨境电子商务领
军企业10家、15家、25家；此外，威

海还将着力打造跨境电子商务服
务平台，支持各类专业平台通过

“威韩购”综合服务平台与各监管
部门实现数据交换，打造中韩跨
境电子商务数据中心。

同时，威海商务局规划建设
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区，争取建
设中韩自贸区跨境贸易与电子商
务综合试验区，规划建设一批跨
境电商产业园区，2015年、2016
年、2017年分别建设跨境电子商

务产业园区1个、2个、2个；推动跨
境电子商务公共海外仓建设，引
导有实力的企业通过租用或自建
等方式，到韩国、日本、美国等重
点市场建立跨境电子商务公共海
外仓，并推动企业建立全球物流
供应链和境外物流服务体系，
2015年、2016年、2017年分别创建
省级公共海外仓1个、2个、2个。

此外，威海商务局还将培育
跨境电商培训基地，2015年、2016

年、2017年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企
业分别达到100家、300家、500家；
鼓励跨境电商业态创新，支持韩
国商品展示交易中心、韩国商品
保税展示交易中心、韩国商品中
国分拨中心同步搭建线上销售平
台，通过零售和批发相结合、线上
线下交易相结合的模式，打造韩
国商品集散基地；打造中韩跨境
电子商务首选运输中心；打造中
韩跨境电子商务仓储分拨中心。

火车客运淡季

上班族成主力

本报11月3日讯(记者 冯琳)

从城铁威海站了解到，10月之
后，动车及普通列车客运进入淡
季，各线路票较为宽松。但相比平
日，每周五晚间班次及周一上午
班次人数比平日多一半多，这些
通过动车往返两城之间的上班族
成为“主力”。

3日，城铁威海站相关负责人
杜先生介绍，进入客运淡季后，各
动车及普列线路总体宽松，车票
较容易购买，北京、上海、济南的
动车及济南普列仍相对紧俏。相
比平日，每周五晚间班次以及周
一早间班次人数最多，比平日多
一半还多。同时，周末前后商务座
的预售也比平日好，主要因为火
车客运尤其是动车客运有一批固
定乘客，即每周往返两城的上班
族。在旅游旺季及节假日，旅游流
及探亲流占主流，上班族客流不
明显。旅游淡季，上班族成客运主
力。所以，提醒旅客朋友，尽管淡
季车票较宽松，但想预订周五下
午、晚上及周日夜间班次、周一早
间班次车票的亲们，请提前一周
预订，以免贻误行程。

送送温温暖暖
2日，环翠楼街道塔中社区

志愿者为辖区内的环卫工人们
送上了防寒手套、护手霜等慰问
品。据了解，社区还将逐步设立
环卫工人临时休息站，并配备桌
椅、饮水机等设施。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周六到美术馆

看国画名作吧

本报11月3日讯(记者 许君
丽 通讯员 龙国栋 ) 继济南
站、潍坊站、临沂站之后，11月7日
至11月26日，“大师窖藏——— 走进
山东半岛名作展”将登陆威海美
术馆，任伯年、吴昌硕、徐悲鸿、齐
白石等大师精品展等你来一睹为
快。

此次展览是省文化厅“2015
年度文化惠民系列活动”的重点
项目之一，展出包括任伯年、吴昌
硕、林风眠、徐悲鸿、齐白石、陈半
丁、傅抱石、石鲁、李可染、黎雄
才、李苦禅、朱屺瞻、周思聪、钱松
喦、吴作人、杜滋龄等56位近现代
国画大家的精品佳作74幅，皆为
20世纪100年来中国名家巨匠的
精心之作。此次展览将在威海美
术馆(市文化艺术中心四楼)展
出，市民可随时观展。

本报11月3日讯 (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龙国栋) 1日，
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老集
丛氏宗祠举行保护标志揭幕仪
式，从此以后，老集丛氏宗祠有
了“身份牌”。

老集丛氏宗祠位于威海经
区凤林街道办事处老集村，为小
型四合院建筑，始建于清光绪年
间，为丛氏族人祭祀场所，2004
年进行了较大规模维修，是一处
保存较完整的宗族祠堂。老集丛

氏宗祠名列第五批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市文管办积极做好划定
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树立
保护标志、建立保护组织和完善
记录档案等文物保护工作，指导
老集村利用宗祠举办村史展或

辟为乡村记忆馆，进一步发挥文
物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作
用。

目前，威海市已有6处家
庙、祠堂列为省、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

老老集集丛丛氏氏宗宗祠祠有有了了““身身份份牌牌””

本报11月3日讯 (记者 冯
琳) 7月—10月初，近20条公交
线路受修路影响临时改线。随
着气温降低，修路陆续完工，目
前绝大多数公交线路恢复原线
运行。

7月—9月底，因珠海路徐
家疃以西路段道路施工，42、43
路临时改线，如今已恢复原线

运行；因花园南路施工，9路、16
路、17路、31路公交临时改线，
如今恢复原线运行；因威海九
华路与长江街交叉口道路施
工，38路，52路临时改线，如今52
路已恢复原线运行，38路近日
将恢复原线运行；因长春路修
路影响，17路及29路临时改线，
如今恢复原线运行；因华夏路

封闭施工，35路、50路、58路临时
改线，如今恢复原线运行；因珠
江街施工，28路临时改线，如今
恢复原线运行；因凤林路封闭
施工，26路、35路临时改线，如今
恢复原线运行。

截至目前，修路高峰期已
过，大多数公交线路恢复原线
运行。尚未恢复原线运行的，除

近几日恢复原线运行的38路，
还有因崮山附近道路施工临时
改线的91路及因统一南路施工
而临时改线的49路。乘坐这3条
公交线路的亲们请密切关注，
近日它们也将恢复原线。此外，
记者从威海公交集团了解到，
近日不会再有因修路临时改线
的公交线路。

修修路路完完工工，，多多路路公公交交恢恢复复原原线线

本报 1 1 月 3 日讯 (记者
冯琳 ) 2014年 3月，威海公交
集团开始进行智能调度样板
线建设。10月底，全市 58条公
交线路全部实现智能化，市民
如今在家中可以看到全市所
有公交线路的运行情况并进
行查询。

3日，记者在威海公交集团
营运部看到，工作人员操作市
民所下载的客户端，可以清晰
看到全市所有公交线路的运行

情况。在手机相关网页输入所
乘线路代码及站台上公布的
GPS站点编号，便可知悉所查询
的公交车到站的具体时间、每
辆公交车上有多少空座等问
题，如此一来避免不必要的等
车时间，优化乘客安排。同时，
市区所有公交线路已实现自动
报站、视频监控及智能调度等
功能。

公交智能调度系统真正实
现了对公交运营车辆的实时可

视化监控和调度，调度人员可
以科学灵活的调度车辆，采取
相应的调度管理措施，使公交
车辆运行间隔保持均匀，确保
正点率、班次执行率，车辆的满
载率和公交系统的运输能力得
以提高，通过科学的调度管理，
降低运输成本，提高公交企业
的效益。

威海公交智能调度系统，
是智慧交通、智慧城市的重要
组 成 部 分 。威 海 公 交 集 团 从

2013年开始公交智能化建设：
2014年3月，威海公交集团开始
进 行 智 能 调 度 样 板 线 建 设 ；
2014年7月，建设3个营运分中
心；2014年9月，威海公交智能
调度系统试运行；2014年9月
底，“威海公交”手机查询系统
正式启用。目前拥有用户达到
74000户，每天点击量达48000
次。如今，威海公交集团58条公
交线路车辆全部实现了运调业
务智能化。

5588条条公公交交线线实实现现智智能能化化
在家就能看到公交线路运行情况并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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