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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多措并举缓解学校周边交通拥堵以及接送学生车辆无处停放的情况

一一中中南南校校东东侧侧停停车车场场对对外外开开放放
本报4月21日讯(记者 范

华栋 通讯员 于辉 先媛)
4月21日，记者从烟台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第一大队了解到，
为了缓解学校周边的交通拥
堵及接送学生车辆无处停放
的情况。一大队通过调节城区
停车资源分配的方式，在限时
停车管理措施的基础上多方
联系周边停车场及学校，采取
多种方式缓解拥堵及停车难
问题。

“车辆增长迅猛，车辆与
停车位比例严重失衡，在烟台
中心城区开车不易停车也难，
已经是有车一族的共同感受。

特别是烟台中心城区，以芝罘
区为例，机动车和驾驶人数量
比五年前增长41%、34%，比十
年前增长106 . 6%、106 . 1%，平均
每3人拥有一辆汽车。按照畅
通工程一等管理水平每百辆
车配建20个停车泊位的要求，
芝罘区至少还需新建1 . 5万个
泊位。由此导致乱停车问题严
重，特别是学校、幼儿园、医
院、商场、老居民区周边停车
难问题更加突出。环山路中段
就属于比较典型的老居民区、
学校汇集于较窄主干路的情
况，说到底，这一问题是城市
交通资源供给与需求的矛盾

无法根本解决造成的。”一大
队相关负责人说道。

记者了解到，环山路一中
南校门前路段已施画限时停
车泊位86个，但却无法满足接
送学生车辆停放，为此市交警
支队第一大队民警多方走访、
积极沟通位于一中南校东200
米的源空间停车场。“在源空
间书城开业后，我们与书城负
责人进行沟通、协调，决定将
门前空地划设为停车场，并对
一中南校接送学生车辆进行
开放，目前，源空间停车场车
位已施画完成，可供70余辆车
停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一中

南校周边停车难的问题，希望
广大学生家长自觉将车辆停
放在车位或停车场内，切勿双
排违法停放车辆。”一大队负
责人说道。

记者了解到，位于山海路
的双语实验学校同样存在上
学、放学期间易造成周边道路
拥堵问题，为此，市交警支队
第一大队积极与学校负责人
沟通协商，将学校北门开放，
引导步行、坐公交回家的学生
从北门进出，最大限度减少穿
行山海路路段的人流量，保障
过往车辆可快速通过，缓解该
路段的交通压力。“同时为保

障学生在通行北门门前宁海
路路段期间的交通安全，我们
交警部门增设4名警力保障学
生上下学期间的交通安全，在
此提醒附近居民，切勿在该路
段停放车辆，在交警部门进行
临时交通管制时，服从交警指
挥、按序通行。”一大队负责人
说道。

在此，记者也呼吁广大学
生家长：由于都是就近入学，学
校与家距离较短，希望学生家
长能采取步行或公交出行的方
式接送学生，从自身做起缓解
学校周边的停车、行车压力，保
障学生出行安全。

烟台幸福市场监管所推便民新举措

办办事事指指南南““码码””上上查查询询
本报4月21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于新春 ) 4
月21日，记者从幸福市场监管
所获悉，近日，为了给业户办
事提供更多的便利，幸福市场
监管所推出便民服务新举
措——— 办事指南“码”上查询。
业户只需通过手机扫描办理
窗口立牌上的二维码，即可查
询到该事项的申请材料、办理

流程等信息，极大地提升了办
事效率，进一步推进窗口服务
向数字化、便利化提升。

目前，营业执照申请现
已全面进入网上申报模式，
业户自行在网上申报，工作
人员在后台审批，并回复需
准备的纸质材料，初审通过
后携带相关材料到窗口提交
即可，减少了在注册大厅排

队等待的时间和因缺少材料
跑腿的次数，但由于业户对
申报流程的不熟悉，填报时
走了不少弯路，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幸福市场监管所的
工作人员自行编写了填报指
南，将整个填报流程通过截
图和文字解说相结合的方式
记录下来，并加以标注，方便
业户对照着填报信息。而食

品和餐饮相关的证照因需要
的材料多，种类繁杂，像公司
的食品经营许可材料里光制
度就有1 7个，不少业户很难
一次准备齐全，为此，工作人
员整理了各类证照的材料范
本，加上编写详细的填报指
南，放入网盘链接，群众通过
扫描窗口的二维码即可查询
并下载。

烟台第九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启幕

2222个个项项目目贯贯穿穿全全年年
本报4月21日讯 (记者

梁莹莹 实习生 尹春蕾)
4月20日上午，烟台市第九届
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式暨烟
台市第六届广场健身操舞大
赛在烟台体育公园举办。本
次大赛由烟台市体育局、烟
台市体育总会主办、烟台体
育舞蹈与国际标准舞联合会
承办。

烟台市第九届全民健
身运动会的开幕，开启了充
满欢乐与激情的时刻。开幕
式上，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带来《青春搏击操》，将拳
击、空手道、跆拳道功夫和
一些舞蹈动作结合在一起，
并配合强劲的音乐，成为风
格独特的有氧健身操。幼儿

体育关系到孩子全方面的
健 康 发 展 ，影 响 到 每 个 家
庭。开幕式现场，200位小朋
友秉承着“我运动 我健康

我 快 乐 我 自 信 ”的 宗
旨，通过幼儿篮球操表演，
展现了新一代祖国花朵健
康活泼、积极向上的精神风
貌。中华武术博大精深，莱
州中华武校武术健儿的飒
爽英姿，将开幕式的现场推
向了最高潮，到处是全民健
身的欢乐身影，到处是龙腾
虎跃的欢声笑语，到处是百
舸争流、千帆竟航的美丽风
景。

据介绍，本届全民健身运
动会以“全民动员、全民参与、
全民健康、全民共享”为宗旨，

以“举办群众身边的活动”为
重点，以“社会力量办赛”为主
要方式，比赛时间贯穿全年。
本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共设22
个项目，共有17个企业、协会、
俱乐部等社会力量成为承办
单位。一系列的改革创新，让
全民健身运动会降低了门槛、
增添了活力。

当天，烟台市第六届广
场健身操舞大赛正式开赛，
拉开了烟台市第九届全民健
身运动会的序幕。本次比赛
共有71支代表队参加，吸引了
来自烟台十四县市区的1000
多名舞蹈爱好者，各位选手
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携手并
肩，欢聚一堂，展开激烈的角
逐和友好的交流。

提提质质增增效效降降耗耗 套套子子湾湾污污水水处处理理厂厂改改造造生生物物池池
本报4月21日讯(记者 张

菁 通讯员 张雪林) 4月21
日，记者从烟台市城市管理局
城市排水服务中心了解到，城
镇污水处理厂主要采用活性污
泥工艺进行污水处理，该工艺
中的生物处理系统是一个至
关重要的环节。为提高污水处
理质量、提升污水处理效率、
降低污水处理能耗，烟台市城
市管理局城市排水服务中心
套子湾污水处理厂的工作人
员们坚守一线，正在紧张地开
展生物池的改造施工，预计近
日完工。

烟台市套子湾污水处理
厂汇水面积1 6 6 . 8平方公里，
服务范围主要包括烟台市芝
罘区(南郊除外)、福山区和开
发区的东部，目前日均处理水
量约为30万立方米，出水水质
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的一级A后进行深
海排放。套子湾污水处理厂的
二级处理扩建工程自2008年8
月运行至今已十余年，生物池
的曝气器已达到使用寿命。为
确保生物池系统安全稳定运
行、提高处理效率和出水水
质、降低生产能耗，并在汛期

到来之前有效解决该运行隐
患，套子湾污水厂积极协调准
备，从运行、设备、设施、安全
等方面制定了完备的施工方
案，并采取了有效的施工保障
措施，快速稳妥地推进生物池
改造施工。

“曝气器”到底是什么？
“曝气系统”又是如何运行的？
据烟台市套子湾污水处理副
厂长陈哲介绍：“曝气系统”是
城镇污水处理厂生产运行的
一个重要环节，主要原理是由
鼓风机提供干净的空气，通过
管道送入生物池底部曝气器。

陈哲说：“鼓风机将空气送入
生物池底部后，空气会通过曝
气器表面的微小孔道分散成
细小气泡在生物池内均匀扩
散，提高生物池内的溶解氧浓
度，为存在于活性污泥中的微
生物提供生化反应所需的氧
气，促进生化反应降解污水中
的污染物质。所以说，曝气效
果的好坏能极大地影响生物
处理系统成效。”同时，曝气又
是一个非常耗能的过程，能耗
要占整个生物处理系统能耗
的60%-80%，运行良好的曝气
系统可以有效节能降耗。

本次施工的工作量和难
度均较大。首先，主要是要在
不影响全厂正常运行的情况
下依次放空4组生物池并清除
池底淤泥(每组容积29430立方
米 ) ，更 换 掉 老 旧 的 曝 气 器
7200套，并新增安装1800套；
其次要在生物池放空期间安
装4台新的回流泵；同时还要
应对不可预计的管道破损、搅
拌器检修、池底设施维保等任
务。“近日该项施工就会完工，
完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调试
验收，达标后投入使用。”陈哲
说。

图为开幕式现场。本报记者 梁莹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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