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南区东部 0.014mg/m3 37 优

市南区西部 0.017mg/m3 34 优

市北区南部 0.017mg/m3 30 优

市北区北部 0.019mg/m3 35 优

李沧区北部 0.027mg/m3 48 优

李沧区南部 0.019mg/m3 35 优

李沧区东部 0.028mg/m3 55 良

崂山区西部 0.009mg/m3 33 优

崂山区中部 0.013mg/m3 37 优

黄岛区东部1 0.017mg/m3 36 优

黄岛区东部2 0.008mg/m3 39 优

黄岛区西部1 - - -

黄岛区西部2 0.022mg/m3 32 优

城阳区北部 0.017mg/m3 46 优

城阳区南部 0.008mg/m3 47 优

即墨区1 0.020mg/m3 42 优

即墨区2 0.020mg/m3 43 优

晴转阴局部有阵雨，东南风
4～ 5级阵风 7级，最高气温
14℃，最低气温10℃。

第一次高潮在05：05，潮高4.05米；
第一次低潮在12：04，潮高0.50米；
第二次高潮在17：26，潮高4.05米。

25日滨海浪高
1 .3米，浪向东南，水
温9.1℃。

3月25日
市区天气

3月25日
海洋预报

浪高1.3m

12℃
湿度

50%~90%

市区

阴有小雨和轻雾，东风转北
风4～5级阵风7级转6～
7级阵风9级，7℃～15℃。

多云转晴，北风6～7级阵
风9级转4～ 5级阵风7
级，4℃～14℃。

3月26日

市区

3月27日

◎开奖

排列3（20034期）
4、7、3

排列5（20034期）
4、7、3、9、8

七星彩（20015期）
5、8、6、2、2、2、0

双色球（2020015期）
红球：08、09、22、24、30、

33；蓝球：01

福彩3D（2020035期）
7、7、6

3月24日
空气质量 35

3月24日19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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崂山 晴转阴，东南风4～ 5级阵风7级，最低

气温10℃，最高气温14℃。

黄岛 晴转阴，东南风4～ 5级阵风7级，最低

气温9℃，最高气温15℃。

城阳 晴转阴，东南风4～ 5级阵风7级，最低

气温9℃，最高气温19℃。

即墨 晴转阴，东南风4～ 5级阵风7级，最低

气温9℃，最高气温18℃。

胶州 晴转阴，东南风4～ 5级阵风7级，最低

气温9℃，最高气温17℃。

平度 晴转阴，东南风4～ 5级阵风7级，最低

气温9℃，最高气温18℃。

莱西 晴转阴，东南风4～ 5级阵风7级，最低

气温7℃，最高气温18℃。

3月26日滨海浪高1.9米，水温9.1℃。

3月27日滨海浪高3.2米，水温8.9℃。

□半岛记者 马正拓 报道
本报3月24日讯 自2月18日

以来，为加强城市交通在途监管，确
保对重点人员行程轨迹及时有效追
溯，青岛七区乘坐公共交通或出租车
时，需用手机扫码进行实名登记。半
岛记者3月24日从公交集团获悉，随
着市内公交客流日益增多，为进一步
方便市民实名扫码乘车，即日起，无
法进行实名登记的乘客，可由同乘人
员代为扫码完成实名认证。
据悉，在实名登记乘车规定实

施过程中，经常有个别乘客因手机
没电、网络故障、老年手机不具备

扫码功能等各种原因，需采用人工
实名登记，效率较低，高峰时段会
延误出行。为进一步提升乘客乘车
的满意度，即日起乘车扫码实名登
记的小程序，新增代他人扫码登记
的功能。
“新增功能可以代同行乘客扫
码实名登记，解决个别乘客无法扫
码的难题，又能让乘客快捷乘车。”
崂山巴士六分公司党支部书记董善
杰介绍，同乘人员在完成自身扫码
认证后，可二次扫码，选择页面下方
的“代他人登记”，输入对方手机号
后，就能完成认证登记，向驾驶员出

示以后，即可顺利乘车。
需要乘客注意的是，代扫码功

能是针对个别乘客不能完成手机登
记，可以让同乘者协助完成，代为扫
码时要重新进行扫码才能进行二次
登记。
为保证乘客顺利完成扫码登记，

公交工作人员通过工作微信群和现
场提醒的方式，由调度工作人员逐一
对全体驾驶员进行反复叮嘱，提醒不
能扫码登记的乘客，可由同乘人员协
助登记。24日下午起，工作人员将在
出行高峰时段到各站点进行现场指
导，协助市民顺利乘车。

为提高出行效率，公交集团实名乘车出新规

可代同行乘客扫码登记

□半岛记者 马正拓 报道
本报 3月 24日讯 半岛记者

24日从铁路部门获悉，自4月10
日零时起，青岛火车站（含青岛北
站）将实行调整列车运行图。届时，
车站将增开旅客列车6对，变更运
行区段1 .5对，停运取消列车1对。
青荣城际方向开行一站直达列车，
旅客出行将更加快捷便利。具体调
整信息如下：
一、G178次列车缩短运行时

间。青岛-北京南G178次列车在
胶州北至德州东间改经由济青高
速、石济客专线运行。青岛始发时
间调整为7:58开，经停潍坊北、淄
博北、济南东、平原东、德州东、天
津南办理客运业务，11:58终到北
京南站，全程运行时间4小时，较
调图前缩短1小时零4分。
二、青岛站开行日兰环线列

车。临沂北-临沂北G5536/7/6、
G5535/8/5次改经青岛站，青岛站
至临沂北间通车。
三、青荣城际方向开行一站直

达列车。青岛北-烟台C6559次列
车取消海阳北站办理客运业务，青
岛北站8:05开车，9:23一站直达
烟台站，全程运行时间 1小时 18
分。威海-青岛北C6572次列车取
消威海北站、桃村北站办理客运业
务，威海站18:09开车，19:40一
站直达青岛北站，全程运行1小时

31分。
四、新增旅客列车。新增日

常线列车 3对：增开青岛-枣庄
西D8178/5、D8176/7次动车组
旅客列车 1对；增开青岛北-青
岛西D8195/D8196次动车组旅
客列车 1 对；增开青岛 -菏泽
K8318/5、K8316/7次快速旅客
列车1对。
增加管内高峰线3对：增加青

岛北-曲阜东G9221/G9222次高
峰线 1对；增加青岛北-曲阜东
G9331/G9332次高峰线1对；增
加济南东（济南西）-青岛北
D9434/1D9432次高峰线1对。
五、变更运行区段及枢纽内改

始发终到。威海-青岛C6528/5次
延长荣成始发。济南东-青岛北
D6018/5次改青岛终到。青岛北-
济南D6026次改青岛始发。烟台-
青岛北C6580/C6579次改青岛终
到、始发，车次改为C6520/17、
C6518/9。青岛北-齐河D9440/
D9439次（高峰线）运行区段改为
青岛北-济南西。
六、开行规律调整。青岛北-

曲阜东G5573/G5576次、青岛-
济南D6026/D6025次由周末线改
为日常线。
七、取消列车。青岛-菏泽

K5518/5、K5516/7次高峰线列车
取消。

□半岛记者 张伟 报道
3月23日，十梅庵青岛梅

园内，漫山遍野的梅花开放。
据十梅庵梅园负责人李杰介
绍，今年梅园将于3月25日正
式开园，到 4月 19日结束，票
价为每人40元，在此期间，将
实施限流管控措施，本市所有
的医务工作者凭有效证件可
享受免费入园。

十梅庵
今开园

4月10日起铁路再调图
青荣城际方向开行一站直达列车 □半岛记者 肖玲玲 报道

本报3月24日讯 近日，省人
社厅发布了招聘需求信息，山东省
食品药品审评认证中心和山东工商
学院招聘215人。

两家省属事业单位
招聘215人

扫码查看具体岗位和招聘需求


	A1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