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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城轨轨11号号和和33号号全全线线共共设设6699站站
烟台轨道交通环评第二次信息公示，规划基本可行

本报1月21日讯(记者 王
永军 ) 烟台市环保局日前发
布第二次信息公示公告，从环
境保护和环境规划角度，《烟台
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烟台市
轨道交通建设规划(2016-2022

年)》基本可行。公开信息主要
包括1号线和3号线，总规模约
为87km，共设车站69座。

根据《烟台市轨道交通线
网规划》，烟台市城市轨道交通
线网远景线网方案由4条线组
成，总规模约为200公里。分为
两个功能层次，1、3号线为中心
区骨干线，服务于芝罘、开发
区、莱山和福山4大组团，属于
大运量系统。

2、4号线为快线，分别服务
于八角、牟平东西两翼与中心
区之间的快速联系，属中运量
系统。《烟台市轨道交通建设规
划(2016-2022年)》主要包括2条
线路，分别为1号线、3号线。项
目总规模约为87km，共设车站
69座。

环境影响评价主要围绕声
环境、振动环境、地表水环境、
地下水环境、电磁辐射、环境空
气、固体废物环境、城市生态及
景观、社会环境等方面影响进
行分析。

《烟台市轨道交通线网规
划》《烟台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
(2016-2022年)》符合国家相关
政策，与烟台市城市总体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保护、
历史文化名城等相关规划基本
协调，有利于烟台市城市发展
目标的实现。

本次建设规划的线路总体
布局、敷设方式基本合理。在依
据报告书认真落实各项预防措
施和减轻不良环境影响对策措
施的基础上，规划实施不存在
重大环境制约因素，规划目标
和环境目标总体是合理的和可
达到的。

综上所述，从环境保护和
环境规划角度，《烟台市轨道交
通线网规划》《烟台市轨道交通
建设规划(2016-2022年)》基本
可行。

公众如有建议

可在十天内反映

根据公布的环境影响信
息，公众可踊跃参加，多提出该

规划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与
建议，以便完善本规划。

本次征询公众意见主要针
对规划影响区内(烟台市)的公
众，对于其他关心本工程建设
环境保护的公众，也可提出相
关意见和建议，市民可登录烟
台市环保局官网查看相关信
息。

主要征求公众以下宝贵的
想法和建议。对本规划的总体
看法和态度；本规划的实施是
否有利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本规划的实施是否有利于提高
本地区民众的生活质量；你关
心的当地的主要环境问题是什
么。

本规划的实施是否影响当
地环境质量；从环保角度出发，
你对该规划持何种态度；对本
规划及其带来的环境影响和减
缓措施的建议、要求等。

轨道交通

争取年内开建

在日前举行的全市经济工
作会议上提出，烟台2016年确
定了200个总投资7991亿元的
市级重点项目，“十三五”筛选
了380个总投资1 . 5万亿元的重
点项目。

作为“十三五”重大的民生
工程和市政建设“一号工程”，
烟台将抓紧推进城市轨道交通
规划建设，争取尽快得到国家
批准，年内开工建设。

在日前召开的中共烟台市
委十二届八次全体会议中也提
到,“十三五”期间,建成烟台历史
上首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使烟
台早日成为全国性乃至东北亚
地区的铁路交通枢纽城市。

1133个个车车站站热热线线可可预预约约所所有有车车站站车车票票
烟台交运春运方案出炉，200余部机动运力备运

本报1月21日讯(记者 王
永军) 记者了解到，烟台交运
集团13个车站服务热线都可以
预约集团所有车站始发班次车
票，异地订票，乘车站取票，再
也不用电话等待或者排队购
票。

为保证节日期间旅客安全
顺利出行，烟台交运集团准备
200余部机动运力参加节日运
输，参加节日运输的车辆全部
进行严格的车辆安全技术状况
检查，保障旅客节日期间安全、

便捷出行。
预售票提前到30天，市民

可通过现场购票、网上购票、自
助购票、微信购票、就近网点购
票、电话订票、往返票、异地购
票等多种方式购买到所需车
票 。官 方 网 上 售 票 平 台 ：
www. 6666111 .cn。官方微信售
票平台：烟台交运。

在一些返乡务工人员较多
的方向，旅客可能会为买不到
春运回家的车票而发愁，烟台
汽车总站十分人性化地推出了

热点线路车票预登记制度，使
旅客不用再为此发愁。

如旅客一时买不到自己想
要的车票，可以向烟台汽车总
站24小时服务热线6666111或者
6666555或到总服务台预约登
记。车站会根据旅客需求及时
投放加班车，并会在第一时间
告知旅客购买加班车票。

另外，电话订票服务升级。
集团车站服务热线都可以预约
集团所有车站始发班次车票，
异地订票，乘车站取票，再也不

用电话等待或者排队购票。
扫码可查看13个车站服务

热线

--1166～～--1188℃℃，，本本周周末末将将迎迎强强降降温温
若低于-18℃，将达到30年来最低温

本报1月21日讯(记者 王
永军 ) 记者了解到，烟台市
气象台和烟台市海洋气象台
2 1日1 5时发布寒潮蓝色预警
信号。受强冷空气影响，周五
到周末，烟台将出现强降温、
降雪和大风天气。预计23～24

日最低气温，内陆地区-16～-
18℃。若低于-18℃，将达到30

年最低温。
受强冷空气影响，22日白

天到24日，将出现强降温、降雪
和大风天气。过程降雪量，预计
烟台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雪，局

部暴雪，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雪，
北到西北风，海面最大风力8-9

级，阵风10级，陆地6-7级，阵风
8级。

同 时 ，气 温 将 下 降 8 ～
10℃，预计23～24日的最低气
温，沿海地区-13～-15℃，内陆
地区-16～-18℃。请注意防风、
防冻、防雪、防滑。

此次低温天气为多年来罕
见，局部最低气温将接近历史
极值，寒冷天气和降雪冰冻将
对交通、城市运行、能源供应、
农业生产等产生不利影响。

据介绍，烟台在1985年曾
出现过零下18摄氏度的低温。
在1 9 9 0年、2 0 0 1年、2 0 1 2年和
2013年出现过零下16摄氏度的
低温。如果本周末气温在零下1

摄氏8度之下，将成为烟台30年
来的最低温。

20日是本周目前为止气温
最低的一天，招远最低气温达
到了-13 . 5℃，莱阳最低气温-
1 1 . 7 ℃ ，位 居 第 二 ，栖 霞 -
11 . 3℃。

寒潮来临，提醒相关部门
按照职责做好防雪、防风、防冻

害工作；相关部门做好道路、铁
路、线路巡查维护、道路清扫和
积雪融化工作，加强交通管理；
驾驶人员谨慎驾驶，采取防滑
措施。

海上作业和过往船舶采
取积极应对措施，加固港口设
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
撞；做好农业、畜牧业及供水
设施低温冻害防范工作；市民
要加强防寒保暖，尽量减少户
外活动，使用燃煤取暖的市
民，要注意通风，预防一氧化
碳中毒。

猴猴年年生生肖肖贺贺岁岁金金抢抢占占市市场场先先机机
为了抢占贺岁市场先机，

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各大贵金
属机构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相继推出猴年贺岁产品。在“建
行金·猴年贺岁”系列产品中，
金猴赐福金章系列：“金猴庆丰
收”“顽猴宝贝”“活力猴”“乖乖
猴”都收到了收藏者的喜爱。

据了解，10月初，建行金就
抢先发售猴年贺岁产品，根据
材质分为五大系列、20多款产
品，包括金条、金章、婚庆等多
款产品，从3克到1000克不等，
其中，金章作为送礼收藏最佳
金品，更是收到了广大群众的
喜爱。

现今，猴年贺岁金饰品
占据了大部分品牌的半壁江
山，建行金金章在设计上绞
尽脑汁出类拔萃设计出各种
Q萌样式，动感十足的萌猴形
象，获得广大年轻受众的追
捧。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贺

岁金品种更为丰富，尤其是
几百元到千元左右的产品更
多了。年前主打贺岁牌的黄
金产品更是成为众多银行的
热门预订产品。这些设计和
价格更贴近普通老百姓的贺
岁产品，成为眼下贵金属市
场的宠儿。

受降温降雪天气影响

烟台蔬菜价格小幅上涨

本报1月21日讯 (记者 王永
军) 记者从烟台市物价局价格监
测中心了解到，受降温降雪天气影
响，烟台蔬菜价格明显上涨。据对
市区6个农贸市场监测，15种主要
蔬菜平均零售价格为3 . 40元，较上
一监测日(1月14日，下雪前)上涨
6 . 49%，较去年同期上涨2 . 70%。

据了解，降温降雪天气是此番
蔬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近日连
续降温降雪天气对蔬菜运输造成
一定影响，再加上蔬菜生长周期延
长，导致蔬菜价格上涨。预计，随着
春节的临近，蔬菜价格仍将在较高
的价位运行。

太平人寿烟台中心支公司

2016年首日承保过亿

本报1月21日(通讯员 杨成)

去年12月23日，太平人寿畅享世
家新产品上市，烟台中心支公司全
员争分夺秒，争抢新产品。7点40

分，烟台中心支公司预收保费率先
过亿，各营业区百万大单不断涌
现。截至12月24日零时，公司预收
保费超1 . 7亿，百万人力达26人。

2016年1月1日，公司首日承保
顺利过亿，成为太平人寿系统内第
一家承保过亿的三级机构，目前承
保1 . 2亿。

蓬莱一公司获评

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本报1月21日讯 (记者 王永
军 通讯员 刘业生) 国家知识
产权局日前公示了2015年度国家
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和国家知识产
权优势企业评审结果，蓬莱市的京
鲁渔业有限公司入围国家知识产
权优势企业。

近年来，蓬莱市政府及有关部
门为促进企业创新，针对蓬莱市产
业特点、结合企业研发状况，大力
开展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培育工作。
通过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培育工作，
蓬莱市企业知识产权意识普遍得
到强化，知识产权综合能力明显提
升，知识产权逐渐成为企业参与市
场竞争的有力武器。

感谢有你共创未来

2015滴滴出租车答谢会启动

1月18日，烟台滴滴司机年终
答谢会成功举办。鸿裕汽修等为
烟台的广大出租车司机们准备了
丰厚的礼品，现场抽奖、游戏互
动，精彩纷呈。

本次答谢会是滴滴持续回馈
出租车司机的一次年度盛会，为
表彰2015年全年为乘客提供优质
出行服务的出租车司机，滴滴出
租车为其提供了丰富礼品，在全
国范围内回馈出行的热潮。

此前，滴滴出行战略副总裁、
出租车事业部总经理朱景士表
示，滴滴成立三年一直在前进，但
永远不能忘记第一天陪伴我们走
过来的伙伴们是谁。滴滴一路走
来，没有的哥司机的帮助不会有
今天。

作为全球最大的一站式出行
平台，滴滴出行一直致力于让出行
更美好。经过三年间发展，滴滴出
行已经为超过2 . 5亿用户提供高效、
优质、丰富的出行方式和体验内
容，滴滴出租车在全国拥有153万出
租车司机，占据99%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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