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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到“I-LIXIA”就能免费上网
历下260多处公共区域可无线上网

□记者 李明

生活日报11月23日讯 您是否

还在为节省手机流量而发愁？是否

还在四处打听无线网络的密码？是

否还在抱怨蜗牛一样的上网速度？

这些在历下区都将成为过去。近

日，记者从历下区获悉，随着“智慧

历下”建设，历下区已有1000多个

AP热点(无线接入点)、260多处公

共区域可免费进行无线上网。

历下构建免费无线网络

当前，手机上网已经成了广大

市民的生活习惯。在省城，很多商

家都打出“免费无线上网”的标志

以方便顾客，可在很多公共区域还

是缺少无线网络覆盖。

作为“智慧泉城”的实验示范

区，历下区自2014年下半年就与山

东智慧城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就

“公共免费无线热点建设项目”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构建全区免费公

共无线热点网络。

“车站、机场、公园、广场、大型

商业综合体、政府的为民服务大厅

等公共区域，都是我们布设免费无

线网络的目标区域。”山东智慧城

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俊

贤介绍说，目前，包括华强、赛博、

世茂、开元广场等260多处公共区

域已实现免费无线上网，“在甸柳

一居等社区以及街道办事处的为

民服务大厅，也有免费无线网络。”

使用“I-LIXIA”无需下软件

使用这个无线网络要不要先

下载软件？是不是会有很多广告？

网速能保证吗？针对市民关心的问

题，记者采访了济南市历下区经信

局相关负责人。

“历下区已实现无线网络覆盖

的区域内，只要打开智能手机的无

线网络，搜索到名字为‘I-LIXIA’的

网络，打开任意浏览器，点击安全认

证上网，就可以成功链接。”该负责人

介绍说，首次使用时，需要输入手机

号，后台系统会发送验证码到本人手

机，再按照提示进行操作。

今后逛老城也将免费上网

除了各大商场以外，今后市民

们逛老城区的时候也有望免费上

网啦。据济南市历下区经信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他们现在布设的1000
多个AP热点(无线接入点)只是历下

区很少的一部分，还有大量的工作要

做，何时能够全覆盖还不好说。

记者同时也了解到，在历下部

分社区内已建成无线热点。而该项

目的建设，也将为历下打造全国一

流的无线上网环境，对“智慧历下”

建设特别是智慧终端的普及使用

和智慧终端开发环境将提供良好

的基础支撑，也会对经济转型、产

业升级、社会发展、民生普惠具有

较大意义。

据了解，关于智慧历下的顶层

设计还在研究阶段，具体内容包括

公共区域无线网络全覆盖、教育、

城管、卫生、养老、食药监等部门都

将逐渐实现智能化。

□记者 王健

23日，记者从济南市交通局

获悉，近年来济南市加大对“黑出

租”打击力度，2011年至2015年10
月共查处非法营运车辆1703辆。

今年1-10月，客管中心查处非法

营运车辆352辆，其中专车107辆。

受到专车影响，济南出租车2015
年单车客运量下降比例超过了

20%。

查处非法营运车352辆

济南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随着城市建成区的

迅速扩大，市民对出租客运的需

求不断加大，而购车成本的不断

降低和违法行为的隐蔽性增加，

也助长了各类车辆的非法营运行

为，给“黑出租”查处增加了难度。

他说，客管中心稽查人员坚

持依法打击各类非法营运行为，

不断加大对重点区域和重点时间

段的执法力度。从2011年起至今，

市客管中心查处的“黑出租”数量逐

年增加。据统计，2011年至2015年10
月共查处非法营运车辆1703辆。

2014年下半年滴滴专车在济

南上线以来，客管中心开始依法

打击各类非法专车，今年1-10月，

共查处非法营运车辆352辆，其中

专车107辆，异地营运车辆21辆，

“黑出租”224辆。

专车严重冲击了出租车市

场，数据显示，与2010年相比，济

南出租车2015年单车客运量下降

比例超过了五分之一。

出租公司建图书室

2010年起，济南等5个城市被

交通运输部列为全国首批出租车

行业服务质量信誉考核试点城

市。从此，济南出租车行业有了量

化考核依据，用“考分”说话，济南新

增出租车指标也和考核成绩挂钩。

该负责人介绍，考核在为出

租车公司带来积极改变的同时，

驾驶员队伍的整体素质、精神面

貌以及服务水平也在5年间得到

了提升。截至今年10月，济南出租

车有效投诉率为2 . 85次/百万公

里营运里程，相比“十一五”末时

的12 . 5次/百万公里营运里程，下

降近10个百分点。

面对专车冲击，各出租公司

都改变了管理思路，一些公司还

建起了图书室、活动室，提高了驾

驶员的归属感。

新版爱召车将推出

该负责人说，随网络约车时

代到来，发挥手机打车软件在驾

乘资源匹配方面的重要作用，成

为提升出租客运效率、解决乘客

打车难题的重要手段。早在滴滴、

快的全面推广之前，客管中心便

与浪潮集团合作，推出了“爱召

车”平台。

由于市场运作不力，“爱召

车”发展陷于停滞。济南市客管中

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近期国家

对网络约车平台的清理规范，济南

本土网约车平台发展将迎来转机，

新版“爱召车”也将适时推出，网络

专车将纳入“爱召车”平台。

据了解，客管中心还注重发

挥出租车96576热线的服务功能，

为乘客提供电话约车、咨询投诉、

找回物品等服务内容。同时，客管中

心还引入大数据理念，不断提升济

南出租车行业的信息化水平。

济南查处107辆非法专车
为应对专车冲击，出租公司将适时推出新版“爱召车”

父母替孩子物色对象 这位红娘来支招
父母帮孩子找对象这种方式日益流行，我主良缘的金牌红娘韩老师成为众多父母指定的“军师”，咨询电话：82967520

“孩子整天忙工作，没时间恋爱相

亲，我们帮着挑对象也是一个不错的办

法。”如今，不少为儿女婚事心急的父母

选择亲自上阵为孩子相亲，但由于两代

人眼光和想法的种种差异，父母选中的

对象有时并不符合子女的期望。在泉

城，有这样一位金牌红娘——— 我主良缘

高端婚恋的韩老师，用自己专业的眼光

和细致的服务，帮助不少父母为孩子寻

得金龟婿，觅得好媳妇。

每当有父母求助于韩老师时，她都

会耐心询问单身子女本人的择偶要求、

兴趣爱好、生活习惯以及家长的期望，并

对两代人在婚恋观上的差异进行调整和

疏导。有着多年婚恋顾问经历的韩老师

认为，父母是最了解子女的人，如果父母

能在相亲择

偶上与子女

有良好的沟

通，不仅可以

提高相亲的

效率，相信由

父母把好第

一关的婚姻

也将更加稳

固。如果你正

在为儿女的

婚事发愁，如

果你想让父

母为自己的

婚事把好第一关，都可以通过添加韩老

师的个人微信号，获得专业的婚恋服务。

①本市靠谱男 ( ID：297687)

男，1984年出生，身高177cm，

本科学历，事业单位办事处科

员。他出生于本市一个殷实的家

庭中，父亲公务员退休，母亲事

业单位退休，月薪丰厚的他已经

在济南购买了住房和汽车。

②成熟国企经理 ( ID：81852)

男，1980年出生，身高172cm，

本科学历，某国有企业经理，年

薪十万，事业发展稳定，并且已

经购买了住房和汽车，他是地地

道道的济南本地人，性格爽朗热

情，业余爱好十分广泛，喜欢唱

歌、武术和下棋。

③阳光公务员 ( ID：195781)

男，1986年出生，身高177cm，

法学本科学历，省直机关公务

员，福利、待遇优厚，并且购买了

住房，母亲国企退休，身为家中

独子，他十分上进孝顺，有家庭

责任感。

④开朗女教师 ( ID：142352)

女，1990年出生，身高169cm，

本科学历，祖籍济南，事业单位

教师，月薪数千元，由于大部分

时间都跟学生相处，她性格十分

单纯可爱，是朋友眼中的“开心

果”，父母的“小棉袄”。

⑤靓丽高级白领 ( ID：248607)

女，1987年出生，身高160cm，

硕士学历，事业单位行政管理，父

母都已退休。她身材苗条，大眼

睛、双眼皮，知性干练，职场上很

受领导器重。生活中，她性格开

朗，喜欢养小动物和看书。

咨询电话：0531-82967520(接

听时间：9：00-20：00)；

公司地址：解放路43号银座

数码广场1808室 (华强地产对

面)。

“这些单身挺不错，帮孩子牵个线吧！”

我主良缘金牌红娘韩老师
手机（微信）：15615714155

出租车公司形象展示，公司对质量信誉考核越来越重视。（资料片） 记者 王健 摄

“滴滴拼车”将上线

可享6至7折优惠

□记者 王健

生活日报11月23日讯 近日

不少市民发现，滴滴出行App中
显示，滴滴将在济南上线快车拼

车业务。

根据滴滴出行App上的信

息，市民使用滴滴快车时，可以看

到拼车按钮，选择拼车后可以享

受车费打折。但是乘客必须在5分
钟内上车，迟到后司机取消订单，

乘客需要支付取消费用。

滴滴出行相关负责人介绍，

出租车、快车、专车上的每一个座

位都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可售资

源，“合乘拼车”系统将作为滴滴

出行的底层构架，在出租车、专车

以及快车等所有滴滴的服务内上

线。通过拼车，可以提高车辆的使

用效率，在不增加车辆数量和能

源消耗的前提下提供更多的运

能，让更多乘客的出行需求被满

足并降低出行成本，同时也让司

机可以在同样的时间和能耗成本

下提高收入。

据了解，按照最初的设计，两个

乘客拼车大概可以享受到6折优惠，

三个人拼车的优惠大概是5折，四个

人最低可以享受4折优惠。

滴滴出行相关负责人介绍，

拼车业务有望11月底12月初在济

南上线，拼车乘客可以享受6-7折
优惠。

济南某出租公司的哥张师傅

觉得，滴滴拼车功能是要将快车

“变身”，以应对“专车新规”。四个

人最低可以享受4折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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