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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民生

日前，有读者反映，烟台部分

公交车线路混乱，同一路公交车有

多个不同的支线，这让不少乘客看

着站牌都发蒙，常出现坐错车的情

况。17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16日下午，去南大街办事的孙

旭超从绿色家园站上了一辆5路公

交车，完事后，孙旭超又坐上了一
辆5路公交准备原路返回。但上车
不久，孙旭超发觉，这辆5路公交似

乎走了不一样的路线。

孙旭超很不解：“明明两个几

乎不重合的线路，为什么要编成相
同的编号？"他查阅烟台公交线路发

现，5路车竟然有三条线路。

“三站市场到竹林寺，三站市

场到东马家都，还有一条是三站市

场到南塂1，虽然起点路程大致相
同，毕竟后面路线不同，为何不把

它设计成三条线呢。”

17日上午，记者查阅了烟台公

交公司公布的公交线路发现，像5

路车一样，还有几条公交线路都出

现了同线不同路的情况。

记者注意到，7路公交车一条

线路是宫家岛至烟台大学，另一条

线路则是小沙埠至汽车东站；45路

车包括开元公交场站分别至塔山

游乐城和东马家都两条线路；86路

则从火车站北广场分别延伸出了

至曲家庄、两甲埠和石家疃三条线
路；除此之外，55路和58路也出现
了相同的情况。

17日中午，记者在南大街建设

银行站点观察了半个小时。记者发

现，每来一辆5路车和86路车，都有

上了车又下来的乘客。“我到蓝德

空调，等了两辆 8 6路车了，都不
到。”正在等车的刘先生告诉记者。

“支线车的司机也累，乘客上

车，我们得扯着嗓子问有没有坐错

车，声明这辆车到哪儿不到哪儿。

有的乘客坐错车就埋怨我们，我们

也很委屈。”5路公交车的一位司机

向记者诉起了苦。

本报11月17日讯(记者 侯文

强 通讯员 李健) 17日，记者

在烟台市博物馆获悉，烟台市将

要建设自己的民俗博物馆，选址

就在市中心的烟台福建会馆。

17日上午，位于芝罘区毓岚

街2号的烟台福建会馆正在进行
大修，维修工人将配殿、山门屋面

重新增加了防水卷材，更换了朽
烂的梁架和柱子，并且重新粉刷

油漆，重新更换了排水系统。

“我们不会破坏原本的样貌

风格，而是在原建筑的基础上修

旧如旧，比如从屋顶上揭下来的

青瓦，我们都要小心保存，等换好

防水卷材后再重新铺上去。”施工

方负责人介绍。

烟台市博物馆社教部王金定

说，烟台市财政近日投资近百万

元开始维修烟台福建会馆，这也

是这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继
1981年、1994年、2006年之后的第

四次大修。因历史原因，烟台福建

会馆的许多建筑年久失修存在许
多隐患，如配殿因历经年代过久，

本身设计无防水，存在的漏雨、望

板梁架自然朽烂、局部白蚁啮噬

损坏等问题。

王金定透露，福建会馆此次

大修，还是为将来烟台市民俗博
物馆的成立奠定基础，烟台市博
物馆明年搬至新馆以后，旧址福

建会馆将会空下来，他们计划利

用福建会馆建设烟台市民俗博物

馆。

据介绍，烟台市建立民俗博
物馆的项目已经列入烟台十二五

规划之中，并且已经上报省里，目

前正在等待审批。

本报11月17日讯(记者 张琪

任鹏 通讯员 袁圣凯 李娜

贤才) 记者从烟台市交警部门

了解到，从现在起至2011年2月底，

全市开展对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问

题的集中整治，每月3日、17日增加

两次整治严查。同时，年底前，驾驶

人考试将启用指纹、视频、录音等

监控手段。

对于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整

治，城区将严查严处酒后驾驶、

涉牌涉证、大货车违法入市、闯

红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机动

车逾期未检验、违法停车等致堵

致乱的交通违法行为；公路严查

严处酒后驾驶、无证驾驶、“三

超”行驶、疲劳驾驶、载货汽车擅

自改型、未按规定粘贴车身反光

标识和安装防护装置以及低速载

货汽车、三轮汽车和拖拉机违法

载人等严重影响交通安全的交通

违法行为。

除道路交通高峰时段外，午

间、傍晚、夜间等交通违法行为和

交通事故多发的时段以及发生雨、

雪、雾等恶劣天气影响的时段也将

重点管控。

管控车辆及驾驶人方面，长途

客运车辆、客运包车、卧铺客车、危

险化学品运输车辆、低速载货汽

车、三轮汽车及其驾驶人，记满12

分驾驶人，5次以上违法记录未处

理的车辆将成为重点。

记者了解到，集中整治行动期

间，除每月10日、25日为全省集中

统一行动日外，烟台市在每月3日、

17日再增加两次集中整治统一行

动。

记者了解到，烟台市将加强驾

驶人考试工作，推进对驾驶人考试

的智能监控和评判，2010年底前驾

驶人考试要启用指纹、视频、录音

等监控手段。对大型客车、中型客

车、牵引车等重点车型，增加不低

于20公里的长距离实际道路考试

要求，并增加山区道路、隧道、涵洞

等考试要求，进一步严格实际道路

考试标准。

到今年年底，芝罘区、莱山区

国省道、高速公路的全程监控率将

达到85%，其他县市区达到80%。

本报11月17日讯(记

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张

京亮 邹文静) 近日，莱
州市民陈先生在城区某手
机专卖店购买了一部手
机，花费840元，同时又购
买一块同型号电池，花费
40元，但回家后，却奇怪的
发现该电池上贴有“赠品”

字样。

看着备用电池上贴
的“赠品”字样，陈先生
认为该电池应是他购买
的手机本身附带的备用
电池，商家不应该把赠
品再当做正品出售。于

是陈先生找到商家，要
求退还其 4 0元钱，并给
予赔偿。商家却坚称：手
机是特价销售，已经将
赠品的价格扣除，若要
赠品需要另行购买。

双方几经协商，都未
如愿，陈先生一气之下将
该商家投诉到莱州市工商
局文昌工商所。后经调查，

陈先生投诉属实。该工商
所认定，商家销售赠品是
一种欺诈行为，商家应当
给予消费者相应的赔偿。

最后，商家同意双倍赔偿
陈先生电池款80元钱。

本报11月17日讯(记

者 秦雪丽 通讯员 董

勇) 近日，芝罘工商分局
接到市民王先生的投诉
称，前几日，他在市区一家
干洗店花15元钱干洗了一
件西服上衣，不料竟洗

“花”了。

“当时商家承诺，一定
干洗，把西服上衣洗干
净。”王先生不满的说道，

“可取衣服时却发现衣服
背后洗花了，原本浅灰色，

现在却被染成一块一块的
黑色”。于是王先生当场与
店主交涉，要求干洗店赔
偿其300元。而该店主虽然
承认过错在自己，但只肯
赔偿80元。双方多次协商
不成，王先生无奈之下，只
好到芝罘工商分局投诉。

最终经过协商，店主
同意按洗涤费的10倍赔偿
消费者。因此，干洗店将
150元当场交给了消费者
王某。

同线公交车咋不走一样的路
支线重名有时让乘客摸不着头脑
本报记者 崔岩

斥资百万元维修百年老建筑

福建会馆变身民俗博物馆

交警部门每月3、17日还将增加两次交通安全整治严查

驾考将启用指纹视频录音监控

加油站缺斤短两
原是新加油机未检存隐患

本报11月17日讯(记

者 戚淑军 通讯员 莫

言 于永生) 加油站里
加油咋会短斤缺两？原来
新购置的加油机没有经过
检定计量存在隐患。日前，

消费者李先生向质监部门

反映，自己在同三高速福
山段某加油站加油时存在
缺斤短两的问题，根据这
一投诉，质监部门查处发
现该加油站新购加油机未
经检定，加油站被责令就
此向李先生进行补偿。

接到消费者关于加

油 站 加 油 不 足 的 举 报
后，烟台市质监局福山
分局立即组织人员前往
投诉加油站进行检查。

检查发现，加油站新购
置的加油机防作弊软件
并未开启升级，而且没有
经过检定，存在计量值不
准确的隐患。针对这一情
况，执法人员立即下达了
责令整改通知书，并要求
加油站对市民李先生予以
经济补偿，随后计量检定
人员对该加油机进行了

依法检定。

衣服干洗被洗花
干洗店赔偿150元

40元买来电池赠品
一市民获双倍赔偿

格部门解释

17日下午，烟台公交总公司一位工

作人员解释说，开通如此多的公交支线，

主要是根据公交线路经过附近地区乘

客的需求来制定的。取消支线，开通新的

线路，需要上级主管部门审批，还要经过

详细的考察和通车计划。

烟台交通运输管理处三科曲科

长表示，这些支线均为区间车，目前

公交线路中确实存在着一些线路几

条支线的情况。按照有关规定，这些

公交车是符合规定的。曲科长说，为

了避免发生乘客上错车的情况，在日

常的营运中，公司要求所有公交车在

车前摆放了指示牌，市民可以通过指

示牌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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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在仔细地查看车牌。 崔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