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2018 年 7 月 13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孙韵茜 □版式 项丹君
专刊部 E-mail：
jrhyzk@163.com

民生在线

□校对 孙韵茜

多种交通工具“零距离
零距离”
”换乘

自动扶梯

黄岩客运中心将于 7 月 22 日正式投运
■本报记者 孙韵茜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出行对时间因素的考虑逐渐增多。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当下，人们出行的理念也从“走的了”逐
渐转变为“走得好”，在出行的舒适度上也有了更高要求。为了让市民从“走的了”到“走得好”，我区一批交通枢纽已陆续建成，新建的
黄岩客运中心就是其中一个。该客运中心将于 7 月 22 日正式投运，
今后在南来北往的旅途中，
旅客回家的路越来越畅通。

“立体分层、进出分流” 安全便捷
新建的黄岩客运中心位于北城街道净土
岙村和下埠村，铁路台州站北面。这个综合客
运 枢 纽 站 是 省 级 交 通 重 点 工 程 ，按 照 国 家 一
级客运站标准建设，总建筑面积 9 万平方米。
当天下午，在黄岩客运中心西广场，记者
看到一座地标性的现代高层建筑拔地而起，主
楼外墙采用宝蓝色的玻璃幕墙，气势非凡。广
场上的绿植井然有序地排列在西大门的两侧，
好似两列夹道欢迎的队伍，仪式感油然而生。
进入西大门便能看到游客集散中心和行包托
运处。
该客运中心有西面和南面两个进站口，从

西入口可搭乘自动扶梯直达二楼，往前走 100 米
就能看到 1000 余平方米的商务区。
紧挨着商务区的是售票大厅，将开设 4 个
售票窗口，边上还有 6 台自动售票机，乘客买
好票后再通过安检口便能到候车大厅等待班
车。
在客运中心主站房二楼的候车大厅，记者
看到，几名工人正在对安装好的设备进行调试，
还有一些工人在忙着清理打扫。高大宽敞的候
车大厅，在白色墙面的映衬下显得气派十足，大
厅的地面采用灰白花岗岩石材铺设，深灰色的
屋顶钢结构下部，白色条形的吊顶显得十分灵

“零距离”换乘
黄岩客运中心主要设施包括客运站房、公
交车停靠站、社会车辆停车场、办公及司乘公寓
等。目前，是台州市区唯一一个集铁路、公路、公
交、轨道、出租车和社会车辆等各种交通换乘功
能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客运枢纽。
“很期待，到时候出差坐车就方便多了。”今
年 31 岁的郑炳洋是一家模具企业的项目部经
理，需要经常出差。他表示，有时因为紧急事务
临时到汽车站买不到汽车票，想换乘动车又得
赶半小时的公交车，两个站点一个在城西一个
在城北非常不方便。
“客运中心建成投入使用后，这种多次换乘
将成为历史。”吴企标说，客运中心还拥有通达

动。大厅内还安装了中央空调，大大提升了旅客
候车时的舒适度。
“客运站设计日均旅客发送量达 2.2 万人
次，3000 平方米的候车厅内还设置了贵宾室和
母婴室，能同时容纳 1000 余人。二楼的发车平台
可同时停放 28 辆大型客车，旅客通过检票口就
可以在这里上车了。”浙江宇星交通发展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吴企标介绍，乘客的
下车点则被安排在一楼，该客运站采用“立体分
层、进出分流”的模式，有效组织了纵向平面交
通和竖向垂直交通。同时，各类交通场站的出入
口独立，
进出便捷。

售票窗口

方便转车

全国各地的 130 余条客运班线，目前还开通了 9
条公交线路，以后还会根据需要继续增设，此
外，在地下一层提供了可容纳 120 多辆出租车的
候车区，未来乘客就不用几经周折转车，极大方
便了乘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客运中心二楼东南
角的换乘区。在这里，旅客可以搭乘自动扶梯到
达一楼的公交车换乘点和地下一层的出租车换
乘点，地下通道可直接通往铁路台州站，此外，
在客运中心二楼南面还有一条弧形隧道连接铁
路台州站 2 楼。
这样，从客运中心下来的旅客可以自主选
择火车、公交车、出租车前往目的地，同样，从火

车、公交车、出租车下来的乘客，也可立即搭乘
前往全国各地的汽车，实现无缝对接，多种交通
工具将实现“零距离”换乘。吴企标说：
“ 该客运
中心与铁路台州站配套建设，不仅有利于实现
铁路、公路、城市公共交通等多种运输方式的便
捷换乘，方便旅客快捷舒适出行，又能优化城市
公路客运站布局。
”
据了解，7 月 22 日，待黄岩客运中心正式投
运后，原台州市客运西站开通的 130 余条通往全
国各地的客运线路将全部移到这里，
只保留原来
的市区公交站点。
但是，
最近 3 个月还会在原台州
市客运西站开设临时售票窗口，
为不知情的旅客
提供方便。
(本版图片由郑浩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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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候车室
候车大厅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公告
叶碗贞、缪彩云：
本院受理原告戴旭华与被告叶碗贞、缪彩云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 1003 民初 152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叶
碗贞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戴旭华
借款本金 20000 元并支付自 2012 年 6 月 7 日起至判决履
行完毕之日止按月利率 2%计算的利息；二、被告叶碗贞
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戴旭华借款
本金 30000 元并支付自 2012 年 8 月 2 日起至判决履行完
毕之日止按月利率 2%计算的利息；被告缪彩云负连带责
任。被告缪彩云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叶碗贞追偿。
案件受理费 2672 元，公告费 400 元，由被告叶碗贞、缪彩

云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预缴上诉
案件受理费 2672 元（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开户银行：台州
市农行，账号：19-900001040000225089001，在预交上诉
案件受理费后及时将收据复印件送交本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尹金花：
本院受理原告陈丽君与被告尹金花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2018）浙 1003 民初 4648 号]，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
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贵宾候车室

遗失声明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告知权利义务通知书。原告起
诉要求被告归还借款 250000 元并偿付利息（自起诉之日
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由被告负担本案
诉讼费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 15 时 00 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尹金花：
本院受理原告郑菊英与被告尹金花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2018）浙 1003 民初 4645 号]，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
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告知权利义务通知书。原告起
诉要求被告归还借款 350000 元并偿付利息（自起诉之日
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由被告负担本案

遗失王玲萍失业证，
证号 2100，
声明作废。

诉讼费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 15 时 00 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李华平：
本院受理原告柯蕴绮为与被告李华平离婚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诉讼文书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1003 民初 1988 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
不准原告柯蕴绮与被告李华平离婚。
案件受理费 30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700 元，由原
告柯蕴绮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同时预交上诉
案件受理费 3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