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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梁莹莹

9月10日上午，潍烟高铁、莱
荣高铁项目建设动员大会在潍烟
高铁烟台南站建设工地举行。潍
烟高铁、莱荣高铁作为山东省、烟
台市倾力推进的重大交通基础设
施项目，对于推动烟台从“动车时
代”迈向“高铁时代”具有重要意
义，全市上下高度关注、期盼已
久。两条高铁线路的建设，结束了
烟台北部地区没有高铁的历史，

使得烟台全域范围内第一次有了
真正意义上的高铁。

在立体化大交通体系中，高
铁将扮演怎样的角色？对于烟台
北部县域经济的发展有何推动作
用？对胶东半岛、环渤海地区的发
展又将产生怎样的联动效应？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专访了山
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鲁东大学教授刘良忠。

整个胶东半岛

融入一小时交通圈

“潍烟高铁、莱荣高铁的建
设，从交通的角度来看，具有标志
性的意义。”刘良忠说，2014年12月
28日，青荣城际铁路通车，烟台第
一次开通了动车，交通开启了划
时代的阶段。而潍烟高铁、莱荣高

铁的建设，则让烟台从“动车时
代”进入“高铁时代”，从“和谐号时
代”走向“复兴号时代”。一般而言，
时速200-250公里更多理解为城际
铁路或者动车，时速300-350公里
则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高铁。350
公里时速的高铁可以让整个胶东
半岛融入“一小时甚至半小时交
通圈”，包括青岛、烟台、威海、潍
坊、日照等半岛城市，进而延伸出
一小时旅游圈、经济圈等。

烟台是国内外闻名的旅游城
市，以往国内旅游业有句俗话：上
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家一想，啥
也不知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大部分时间都耗在了旅途上，
而不是游览。潍烟高铁的建设，胶
东半岛将加快实现“快旅慢游”，
即大大缩短用在旅途的时间，节
省出的时间用于“深度游”“体验
游”“休闲游”等。比如早上从青岛
或烟台出发，上午游蓬莱，下午可
以非常便捷去到另外一个城市。

北部南部遇利好

沿海中小城镇迎机遇

据刘良忠介绍，过去，烟台市
的交通较多地呈现点状或者线状
分布，由此形成了三条主要的产业
带。第一条是蓝烟铁路、青荣城铁
和204国道等交通干线周边的烟台-
栖霞-海阳-莱阳产业带；第二条是

北部沿海产业带，主要交通轴线是
德龙烟铁路、206国道等；第三条是
莱阳、海阳等南部沿海产业带，主
要轴线是青威高速等。目前北部和
南部这两条产业带都没有真正的
高铁线路，随着潍烟高铁和莱荣高
铁的建设，两条产业带的交通将极
大地改善，加快旅游带、经济带、城
镇带的发展，带动沿线区域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

“烟台北部沿海县市区在全
市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潍烟高
铁的建设，让烟台所有县市区全
部纳入高铁的范畴，实现了‘市市
通高铁’，和全省、全国的高铁线
路全 面联网，联系更加紧密，未
来会开行更多的车次，从交通网
络优化布局来说，将发挥积极作
用，促进北部产业带、经济带、城
镇带的发展。”刘良忠说道。

莱荣高铁的建设，把莱西、莱
阳、海阳、乳山、文登、荣成等六个
县级市串在一起，把烟台、青岛、威
海三座城市也紧密联系在一起，加
快了城市之间的要素资源流动，促
进沿海中小城镇体系的发展。

三条干线串联

烟台骨骼更硬朗

潍烟高铁和莱荣高铁既是
烟台市重要的交通干线，也是山
东省规划的“三环四横六纵”高

铁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补齐胶
东半岛地区高铁发展短板，构建
胶东半岛环状高铁网，推动胶东
经济圈一体化，打造轨道上的半
岛城市群，具有里程碑意义。

这两条高铁开通以后，烟台
市将全面融入山东省“三环四横
六纵”网络，和原来的青荣城际一
起，形成三条横向的交通大动脉，
把烟台市和胶东半岛，甚至全省、

全国铁路网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三条干线高铁各自串起了烟
台市中部、北部和南部，承担了城
市和区域内外联系沟通的桥梁作
用，也为未来渤海大通道建设奠
定了初步的基础。

刘良忠称，根据目前潍烟高
铁的设计，“在蓬莱市站潍坊端预
留渤海跨海通道接轨条件，考虑
远期跨海通道货车引入龙烟车
场，于车站 龙口端预留跨海通
道货运车场”。烟台除了东西向的
交通以外，也有望打通南北向的
交通。通过渤海大通道，与东北的
铁路实现联网，未来的高铁可以
北上直达黑龙江，南下直达广东，
形成一条贯通东北到长三角、珠
三角长达5000多公里的铁路交通
大动脉。“届时烟台市不仅仅是区
域性的高铁枢纽，有望成为环渤
海地区甚至整个东部沿海地区的
综合性交通枢纽。”

打造轨道上的半岛城市群
烟台从“和谐号时代”走向“复兴号时代”

鲜花献老师
9月10日，烟台市芝罘区建昌街小

学举行系列活动，迎接第36个教师节。
上午8点，建昌街小学学生将自己精心
准备的心愿便签贴在爱心板上。伴随着
同学们的掌声，学生代表向老师献花，
将美好的祝福送给各位亲爱的老师。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
楠 摄影报道

加油站作业区禁止扫码支付
本报烟台9月10日讯 (记者

闫丽君 通讯员 王通) 10
日，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获悉，
为进一步加强加油站安全管
理，从即日起，全市所有加油站
作业区域将禁止手机扫码、移
动手持终端等电子支付行为。

市应急局危险化学品安全
监督管理科工作人员介绍，加油
站属于危险场所，在防爆区域内
使用电子设备是有风险的。但随
着科技的发展，移动支付已经全
面普及，这就给加油站的安全管
理带来了挑战。因此，市应急局
要求各加油站严守安全操作规
程，严禁在加油站作业区内使用
手机、移动手持终端等非防爆电

子设备，确需使用手机支付的，
应在营业室等非防爆区内进行，
加油站工作人员还要主动告知
加油车辆严禁使用手机等安全
注意事项。同时，加油站要在显
著位置设置“禁止使用手机”等
安全警示标识，严禁在作业区张
贴、悬挂“微信扫码”“支付宝付
款”等易误导顾客使用手机的提
示、标识等，要将作业区内张贴
以及加油员随身携带的移动支
付二维码、移动支付手持终端等
标识、设备移出作业区。

据悉，9月起，各区市将加
强监督检查，发现以上违规问
题，立即督促加油站整改到位，
并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烟台一中侯延宁：怀敬畏之心，呵护满园春色

本报烟台9月10日讯(记者
李楠楠) 1993年7月，侯延宁从
烟台师范学院毕业，来到烟台一
中，开始了初三年级的化学教学
工作。1995年，侯老师跟随这批学
生一起升入烟台一中高中部。随
着一批又一批学生进入心仪的
高校，年轻的侯老师迅速成长为
学校的教学骨干。在二十多年的
工作中，侯延宁逐渐形成了自己
的工作思路和理念。

教育心理学家古诺特博士
说过：“身为教师，我具有极大力
量，能够让孩子们活得愉快或悲
惨。我可以是制造痛苦的工具，
也可以是启发灵感的媒介。”第
一次看到这段话，侯延宁有如醍
醐灌顶，对教师这份工作顿生敬
畏之心。教师有如此大的力量去
影响和改变一个人，她要求自己
绝对不能轻易给学生们贴标签、
下结论，必须要认真关注教育的
每一个过程，瞻前而顾后，三思
而后行；她要求自己从内心接纳
并尊重各种各样的学生，用自己
的一颗心去点亮学生的一颗心，
用自己的真情去参与另一个生
命的成长。

有位同学在毕业典礼时悄
悄地塞给侯老师一张小卡片：

“遇见您，是我整个高中生活中
最幸运的事情。有时我对自己很
失望，时常力不从心，但是您的
一次次鼓励与信任给我勇气和

力量。很遗憾我没有能力把自己
发挥到淋漓尽致，取得优秀的成
绩来回馈您。我会记住这种遗
憾，它会鞭策我永不停息，总有
一天我会到达理想之地。”流着
眼泪看完留言，侯老师庆幸没有
因为自己的粗心伤害过这个敏
感的女孩儿，她这样给学生回了
一个小短信,“老师自然喜欢看到
你的好成绩，但你总是有条不紊
地参与班级事务，面带笑容和同
学交流，更令老师欣慰。”

2015年，几次考试之后，侯老
师发现几个学生语文学科明显
薄弱，他们利用课余时间自己补
课，效果不佳。侯老师想到了自
然界中的一种“共生效应”：当一
株植物单独生长时，大都长得矮
小、萎缩，而与众多同类植物一
起生长时，则很容易根深叶茂，
生机盎然。要想取得更大进步，

就得发挥“共生效应”，共生共
赢，这也正是烟台一中“扬长教
育”的精华所在。侯老师把这些
学生组成一个小团队，奇迹出现
了：平日交流不多的几个学生，
经常凑在一起讨论问题；一个学
生发现问题，跟老师交谈，其他
学生都围过去参与讨论；对语文
学科的无所谓很快统一到一致
的学习热情上。一个学期过去
了，一年过去了，学生们一个一
个地看到了进步，看到了成绩，
最终，他们在高考中都取得了理
想的成绩。

在学校的每一天，侯老师总
是心怀敬畏，又满心希望。在她
的心里，教师是园丁，她的职责
就是让玫瑰成为最灿烂的玫瑰、
青松成为最挺拔的青松，让每一
个学生都能在保留自己特色的
情况下，积极学习，健康成长。

烟台供电公司中心营业厅
“三型一化”升级改造完毕

本报讯 记者从国网烟台
供电公司获悉，封闭改造两个多
月的解放路中心营业厅正式对
外营业，新的营业厅为“综合型、
服务型、智能型、线上线下一体
化”的“三型一化”营业厅，为客
户提供智能化、多样化和互动化
的用电服务，业务办理更加智能
便捷，互动体验、友好感知进一
步增强。

为适应电力改革新形势和
客户服务新要求，烟台供电公司
全面应用互联网+营销服务思维
方式和技术手段，在全市范围内
推广建设“三型一化”新型供电
营业厅，增加自助业务办理和交
费终端数量，大大节省了柜台办
理业务排队时间。在新改造的解
放路中心营业厅，新增8台功能
强大的VTM机，既可以办理传统
的自助交费、查询业务，也可以
打印电子发票、办理更名、过户
等用电业务。借由强前端支持，
升级改造后减少了人工柜台数
量，变为3个“一柜通”综合业务
柜台，主要负责零证办电、房电

联合过户及复杂办电业务，让工
作人员走出柜台，向客户提供咨
询、指导等服务，辅助客户自主
办理业务。

营业厅新增“互联网+”供电
服务体验区、电动汽车体验区、
智能生活体验区、综合能源服务
展示区、便民室等多个功能服务
区，功能向体验型方向发展，全
方位提升客户临厅体验。同时，
烟台供电公司以“服务”为指向，
深化电力综合服务能力，充分利
用互联网新技术、新设备，融合
地域文化元素，借助“营销服务
工具”，实现“一站式服务”“一厅
通办”，根据客户需求，不断升级
硬件系统，转变传统服务模式，
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截至目前，烟台供电公司大
力推进“三型一化”营业厅建设，
目前全市已经投运49个网点，各
项转型正向纵深推进。各试点营
业厅区域功能、设施设备运行正
常，常规办电业务顺利实现自助
转移和线上转移，转型成效显著。

(通讯员 马学利 杨婉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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