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机电脑消费券来了
最高优惠600元！

本报9月28日讯 记者从市商务局
了解到，青岛将于9月28日-12月31日期
间，开展手机电脑（含平板电脑）消费券
抽取活动，通过云闪付APP“青岛消费券”
活动专区向公众发放。

手机电脑（含平板电脑）消费券报名
抽券活动，共分3期开展：

第1期活动报名时间为9月28日14：
00至9月30日12：00，消费者报名结束后
通过公证机构抽签系统确定中签消费
者，消费券将于 10 月 1 日 01：00 陆续发
放至中签消费者的云闪付账户，用券时
间为 10 月 1 日至 10 月 20 日期间每日的
8：00-22：00；

第 2 期活动报名时间为 10 月 22 日
00：00 至 10 月 24 日 24：00，消费者报名
结束后通过公证机构抽签系统确定中
签消费者，消费券将于 10 月 31 日发放
至中签消费者的云闪付账户，用券时
间为 11 月 1 日至 11 月 20 日期间每日的
8：00-22：00；

第 3 期活动报名时间为 11 月 22 日
00：00 至 11 月 24 日 24：00，消 费 者 报
名结束后通过公证机构抽签系统确定
中签消费者，消费券将于 11 月 30日发
放至中签消费者的云闪付账户，用券时
间为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每日的
8：00-22：00。

手机电脑（含平板电脑）消费券共 3
种面额，包括满 2000 元减 300 元券、满
5000 元减 500 元券、满 8000 元减 600 元
券；获券消费者在 适 用 门 店 购 买 手 机

（不含智能手表等具有通讯功能的可
穿戴设备）、台式机电脑、笔记本电脑、
一体机电脑、平板电脑（不含家教机、
学习机类产品）时，使用云闪付 APP 支
付，单件商品达到门槛金额即可享立减
优惠。

与其他消费券活动不同，此次手机
电脑（含平板电脑）消费券，采用先公开
报名后随机抽签模式发放，消费者在每
期活动报名时间，登录云闪付 APP“青岛
消费券”页面“手机电脑消费券报名抽券
专区”报名参与，消费者每期仅可参加一
种面额消费券抽签报名，3期活动最多可
获取3张消费券；报名信息将通过公证机
构抽签系统随机抽取中签用户，并通过
云闪付APP发券。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李沛 通讯员
邵京伟 陈春）

本报9月28日讯 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怎样去崂
山”成了网络搜索的热门话题。近日，崂山区文旅委召
开国庆节期间旅游秩序保障工作会议，会上，各部门就

“保交通”这一难点开“妙方”。
据了解，随着公交、地铁的不断完善和延伸，崂山

风景区秉承“一切为了游客、为了游客一切”的理念，倾
力打造便捷、顺畅的绿色出行立体交通网，保障游客出
游轻松无忧。地铁 11 号线实现了轨道交通与景区的
无缝衔接，游客可以在“北九水站”下车，直接到零换乘
中心检票乘坐观光车进入景区，真正打通了游客到达
景区的“最后一公里”。绿色出行、文明旅游理念早已
在广大游客心中扎根，家住海洋大学附近的江女士是
崂山风景区的“常客”，她习惯坐地铁到崂山九水景区
游玩。“岛城一直大力提倡低碳交通，我们都要做践行
者。我直接坐地铁11号线到北九水站下车，从天桥过
马路，就到检票的地方了，不用考虑停车、堵车问题，真
是太方便了。”江女士表示。

目前，本地游客可乘坐 383 路、620 路等公交车直
达仰口游客服务中心，市区游客可乘坐地铁 11 号线，
在“北九水”或“庙石”等站换乘公交车抵达；市区乘客
可乘坐 304路专线车、37路、113路到大河东游客服务
中心，选择太清或巨峰方向检票入园。

为保障游客的游览安全，提高通行效率，根据有关

旅游条例及通行管理办法，景区旅游专用路不允许游客
自驾或徒步进入。崂山风景区提供了充足的停车位数
额。除华严、华楼游览区外，崂山风景区共有停车位约
5100个，其中大河东游客服务中心约3500个，仰口、九水
游览区各约 800 个，可以最大限度满足游客的停车需
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崂山风景区停车容纳能
力较好，按照一辆车乘坐3到4个人计算，同一时间景区
瞬间承载约1.5万人次，车辆随出随进没问题。”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首席记者 张译心 通讯员
张欣怡 段珊珊）

本报9月28日讯 每一棵古树都是活着的历史，
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使者。在青岛，部分高龄的“历
史使者”将迎来专属的养护者，28日，位于市南区徐州
路浮山所518岁高龄的“青岛01号古树”，成为了岛城
古树认养协议的“第一树”。

28日上午，青岛市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古树名
木保护行动暨浮山所古树认养仪式在青岛中心假日酒
店举行。仪式现场，青岛浮山三阳置业有限公司中心假
日酒店代表签署了《古树名木养护承诺书》，约定了双方
责任，市园林和林业局为该酒店总经理颁发认养证书，
工作人员还现场介绍了树木养护方法及养护要领。

记者了解到，“青岛01号古树”是一棵银杏树，属
国家一级古树，树高20米，胸围322厘米。今后，这棵
高龄银杏树将由该酒店承担起养护任务，负责古树日
常养护管理，包括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日常巡护等。

据历史记载，位于原浮山所村十字大街南端的银
杏树，为青岛市区树龄最长的银杏树，曾被青岛市编
为“古树名木01号”树。树上较粗的枯枝，为日本侵占
青岛与德国军队交战时日本炮弹轰炸所致，是第一次
世界大战在亚洲唯一一次战争留下的历史痕迹。数
百年来，浮山所村在历史的变迁中不断发生着变化，

直至 1999 年村庄改造，这个延续了六百多年的古老村庄
从此消失在高楼林立的居民区里，只有这棵见证了历史沧
桑巨变的银杏树依然守候着这方热土。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董真）

本报9月28日讯 岛城公共交通主业融合迈出
实质性步伐。28日上午，青岛城运控股集团城阳巴
士有限公司成立暨揭牌仪式在城阳区文阳路公交
场站举行，这是青岛城运控股集团公共交通主业的
首次战略性重组，将进一步带动全市公共交通一体
化发展，更好地匹配城市发展，开拓公共交通更为广
阔的空间。

为解决业务交叉竞争、重复投资建设、线网优化
难度大、城区联动阻力大、财政补贴负担重等问题，
构建全市大交通格局，2020 年，我市整合原公交、交
运集团资源，成立了城运控股集团，实现两大企业从

“竞争”到“竞合”的角色转换，从而达到资源的高效、
集约利用。两年来，城运控股集团围绕1个公共出行
主业，对原有产业板块通过延链、补链、强链，打造了
6条相关产业链，形成了1个服务市民生活的城运产
业生态，构建起了“1+6+1”城运产业生态体系，对重
复资源、封闭资源进行专业化整合并向全社会开放，
剥离成立现代物流、传媒科技、汽车服务、文化旅游、
能源科技5个新兴业务板块。

不破不立。在新兴业务板块如火如荼发展的同
时，公共交通主业如何融合、原有人员和体制机制怎

么调整？系列问题考验着决策。28日上午挂牌成立的城运
控股城阳巴士有限公司，就是主业融合的一个尝试。

新组建的城运控股城阳巴士有限公司整合了城运控股
旗下城阳区域内的交通资源，包括原公交集团城阳巴士公
司、轨道巴士公司、交运集团温馨巴士原高新区分公司以及
通达分公司所属的城阳火车站驻点等，运营公交线路79条，
其中包括山东省首条现代有轨电车线路——城阳现代有轨
电车示范线，线路总长度近 1700公里，日均行驶里程约 17.3
万公里，公交车和有轨电车1000余部，运营范围全面覆盖城
阳区，东至崂山区仰口，西接胶东国际机场，南达市政府，北
通即墨区，较为完备的公交线网布局，大大方便了沿途居民
出行。

主业融合的突破口，为何选择在城阳？这从城阳的地理
区位可以看出。作为胶东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支点和
连接点，城阳肩负着贯通南北、联通东西的发展使命。便捷
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让城阳由青岛“北大门”逐渐升级为综
合交通集聚和辐射中心。“湾区都市 活力城阳”的品牌，正越
来越为人熟知。城阳的经济实力和发展前景令人充满期
待。城阳区 2021年 GDP总量达到 1334.2亿元，较 2020年增
加 124.57亿元，位列全市第五位、主城区第二位，继续在“千
亿赛道”上努力奔跑着。随着机场转场，城阳区进入了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迈入了主城区时代、后机场
时代、“双铁”畅达时代，产业、人口、交通等
各种优势正在叠加，迎来了“黄金发展期”。

城运控股城阳巴士有限公司的成立，解
决了以前资源分散重叠情况，走上了“握指
成拳、合力致远”的融合发展道路，将有效提
升区域公共交通服务能力，更好满足城阳区
居民“美好出行”需要。城阳巴士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李罡表示，下一步将充分
利用现有场站资源，通盘布局、重构线网，减
重复、增覆盖、便接驳、提运速，提高市民出
行便捷度，让市民切实感受到北部城区公共
交通新气象、新变化。“年底前，将优化调整
938、944、947 和 765 等多条线路，结合地铁
运行情况，进一步解决市民最初一公里和最
后一公里出行难题。”此外，城阳现代有轨电
车示范线也将在荣获青岛市质量奖的基础
上，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打造国内一流
的标杆样板，不断复制“城阳模式”，助推青
岛市有轨电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徐美中）

岛城公共交通融合首子落户城阳
青岛城运控股集团城阳巴士有限公司揭牌成立 进一步带动全市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

青岛“01号古树”签下认养“第一单”
浮山所518岁古树有了“树管家”我市全民义务植树古树名木保护行动启动

公共交通更便捷 绿色低碳享美景
崂山风景区联合多部门保障假日交通安全

浮山所这棵浮山所这棵518518岁高龄的银杏树见证了历史沧桑巨岁高龄的银杏树见证了历史沧桑巨变变。。

乘坐公共交通登崂山更便捷乘坐公共交通登崂山更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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