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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3 . 14 星期三 96706读者热线：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本报3月13日讯(记者 梁
莹莹 通讯员 张鑫 王侃

常震 李秀丽) 13日，记者
从烟台市交通局运输局了解
到，历时40天的2018年春运3月
12日落下帷幕，烟台道路、水
路、铁路、民航累计发送旅客
4 0 4 . 2 1 万 人 次 ，同 比 下 降
9 . 49%。其中，道路运输同比下
降二成，但仍为出行主要方
式。民航运输呈现明显增长，
同比增长近三成。

据介绍，今年春运比去年
延后19天，是近三年来最晚开

始的春运。节前客流相对平缓，
但春节后探亲流、民工流、游客
流、学生流相互叠加，高峰时段
的运输压力仍然较大。春运期
间，烟台道路累计发送旅客
210 . 6万人次，同比下降21 . 94%。
水路发送旅客35 . 94万人次，同
比增长3 . 25%。铁路发送旅客
112 . 69万人次，同比增长3 . 95%。
其中动车(烟台境内)发送67 . 5
万人次，同比增长8 . 75%。民航
发送旅客44 . 98万人次，同比增
长26 . 8%。

春运期间，烟台机场共计

完成航班起降7790架次，同比
增长28 . 7%，完成旅客吞吐量
801541人次，同比增长29 . 5%，
完成货邮吞吐量接近4000吨，
同比增长33 . 3%。为满足旅客
出行高峰期航班需求，烟台机
场针对探亲回乡及旅游出行
的巨大需求，在天津、南昌、大
连、西安、沈阳、哈尔滨等需求
旺盛航线上加密了航班。还新
增和恢复了飞往温州、佳木
斯、乌鲁木齐、宁波、兰州、北
京南苑、包头、长白山、齐齐哈
尔、福州、鄂尔多斯以及日本

福冈、新加坡、泰国曼谷等地
航班。

相比去年同期，东航新投
放2架过夜运力，使春运期间烟
台机场的过夜运力达到17架。
运营公司方面，同比新增和恢
复了厦门航空、西藏航空、北部
湾航空、长安航空、奥凯航空、
红土航空、首都航空、东海航空
等多家公司在烟运营航班，整
个春运期间在烟台机场执飞航
班的公司达到22家。为满足市
民境外旅游需求，烟台机场经
过多方面努力还开通了泰国清

迈的包机航班。
数据显示，道路运输仍

是春运主要出行方式。春运
期间，烟台汽车总站累计发送
旅客25万人次。车站严格落实

“三不进站、六不出站”、旅客安
全告知制度等相关规定。严格
管理营运客车捎带货物，不符
合安全规定的应及时查处。继
续开展“情满旅途”活动，为旅
客提供即需、增值服务，及时解
决旅客出行中的困难和问题，
让旅客真正感受到情满旅途，
保障广大旅客平安顺利出行。

春春运运落落幕幕，，烟烟台台累累计计送送客客440044万万
道路运输同比下降二成，民航运输同比增加近三成

北京婷悦华商贸有限公
司自2017年来，深受烟台市民
的称赞与认可，现继续求购各
种年限的新老茅台、五粮液及
2000年之前的全国各地名优
酒，如：剑南春、古井贡酒、泸
州老窖、董酒、郎酒、全兴大
曲、武陵酒、汾酒、虎骨酒、洋
酒……另购老安宫牛黄丸、片
仔癀、老阿胶、冬虫夏草、老钱
币、老茶。

茅台酒采购单：2017年—
2010年；2009年—2008年为
2000元；2007年—2006年为
2400元；2005年—2004年为
2800元；2003年—2001年为
3400元；1999年—1997年为
5500元；1995年—1990年为

10000元；1989年—1986年为
1 . 3万元，1985年—1979年为
1 . 6万元；所有酒要求酒满品相
好，价格公开、公平、公正(原整
箱价更高)。本公司绝不克扣每
瓶酒的价格。

为方便市民也可安排本公
司人员上门回购。

烟台总部地址：北马路与
胜 利 路 交 叉 路 口 往 南 1 0 0
米——— —— 如家酒店(原奇山宾
馆)一楼101室

咨询电话：
张老师151-1795-2415
公交路线：
坐43/45/47到汇丰广场站下

家家有有老老茅茅台台 可可能能发发大大财财
活动时间：3月3日—23日早8:00—晚5:30

本报3月13日讯(记者 赵
金阳 通讯员 李梦 王伊
凡) 连日来，莱阳市今年确定
实施的一批重点项目相继开复
工，各个工地上塔吊林立，机械
轰鸣，车辆穿梭，吹响了新旧动
能转换的号角。记者从莱阳市
委宣传部获悉，舒驰新能源客
车产业园、中铁盛隆装配式建
筑、海尔市场创新产业园等一
批先进制造业项目集中发力，
加速由“制造”向“智造”转变；
圣丰智能冷链物流园等现代服
务业项目多点开花，带动该市
服务业向高品质转变、专业化
延伸。

“今年，莱阳市以‘两大引
擎’培育为着力点，已确定重点
项目46个，总投资3047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334亿元。目前已开

复工19个，一季度计划开复工
25个，这些项目投资额度大，产
业带动性强，将有效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步伐，促进莱阳经济
发展向更高质量迈进。”据莱阳
市发改局局长贺巨豪介绍，该
市今年重点项目投资规模创历
史之最，过千亿元项目2个，过
百亿元项目3个，过十亿元项目
14个，投资结构也日益趋优，工
业项目18个、占39 . 1%，三产项
目25个、占54 . 3%，“传统产业
升级，新兴产业崛起”的经济新
格局加速形成。

在舒驰新能源客车产业园
项目现场，综合办公大楼主体
已经拔地而起，一排排整齐的
橙色钢架结构已经显现出试车
跑道的雏形。“项目总投资30亿
元，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在新
厂区新上智能机器人、整车电
泳涂装线等生产线，同时对老
厂区生产车间、生产设备进行
升级改造。”

舒驰客车副总经理谢光清
自信满满地说，项目计划于今

年8月底竣工投产，年底前将获
批工信部新能源客车整车生产
资质，成为胶东半岛第一家新
能源客车整车生产企业。项目
达产后，年可生产新能源客车1
万辆、物流车5000辆，实现销售
收入120亿元，纳税7亿元。

面对省新旧动能转换综合
试验区建设的重大机遇，莱阳
市加速突破传统发展模式和产
业结构的“路径依赖”，鼓励企
业通过技术创新、合资合作、挂
大靠强等方式，迅速膨胀规模、
实现动能转换。鲁花、龙大、一
品堂等一大批“农字号”龙头加
快产品更新和产业链拓展，抓
好鲁花高端食用醋、一品堂饮
品、三川食品等项目，推动食品
加工向食品制造转型。重点推
进好山汽产业园、海尔市场创
新产业园、舒驰新能源客车产
业园、中铁盛隆装配式建筑、昇
辉智能家电等10个“高技术、高
附加值、高效益”的产业项目，
壮大先进制造业规模，推动产
业向中高端迈进。

莱莱阳阳大大项项目目开开启启动动能能转转换换““加加速速器器””
今年确定重点项目46个，年度计划投资334亿元

13日，记者从烟台市城
管局市政处获悉，为给游客
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游玩
环境，市政处第一海水浴场
管理所于近日开始对礁石
带进行深挖清理并对沙滩
换填细沙。据介绍，由于礁
石被掩埋在离岸较远且水
位较深的海里，只能在农历
初一、十五退大潮期间，利
用退潮间隙，进行深挖并沥

水外运，整个工程预计在4
月底前完工。在礁石清理作
业期间，同时对沙滩进行清
理、平整并换填细沙，打造
沙软、滩平的美丽浴场，提
高第一海水浴场整体安全
性和舒适度，擦亮文明烟台
这一名片。

本报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王为超 丁淳淳

摄影报道

清清礁礁石石 填填细细沙沙

本报3月13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莫言 云
利) 目前，冷链物流用温度
记录仪得到广泛使用，但温
度记录仪准确与否如何判定
呢？13日，记者从烟台市质监
局了解到，该局计量所定制
的高精温度箱投入使用，可
以对内置传感器温度记录仪
在空气介质下进行检测，目
前这项技术填补了省内空
白。

据了解，内置传感器温
度记录仪应用在航空物流、
车辆物流、海运物流以及仓
库冷藏、保鲜等行业，用于药
品的冷藏、运输等。在冷藏运
输过程中，实时记录冷藏温

度，运输结束后可以查验运
输过程中的温度。温度记录
仪被广泛应用以后，如何检
测成为难题，用传统的恒温
液体介质检测的方法无法满
足需求。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计
量所与济南一家科技公司联
合研发，依据检测要求，定制
了一台高精温度箱，可以在
空气介质下开展计量检测。”
市计量所温度室祝海龙主任
介绍，“这台高精温度箱的
温度检测范围在 - 4 0 ℃ -
80℃，可以满足冷藏、冷链、
保鲜等仓储运输的计量检测
需求，这项技术填补了省内
空白。”

冷链物流温度记录仪有了好“管家”

高高精精温温度度箱箱填填补补省省内内空空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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