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警大队民警到辖区机动车
检测机构督导检查工作

为进一步强化机动车检测线检验工作的监管，近日，交警
大队民警到辖区机动车检测机构督导检查工作。

民警首先对结合远程查验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与不足，向
检测线负责人进行了传达，并结合市局下发的通报，对检测线
预约检验、先发标后审核等便民措施落实及非法中介等问题
进行了督导要求。

并对检测站大厅设置及秩序、场内及线上秩序、外观查验
情况、检验项目情况、检验报告情况等方面作了详细检查，并
抽检了部分车辆的年检情况。

车辆检测线是车辆安全管理的第一道防线，严格检测每
一辆机动车，筑牢源头管理第一关，是保障辖区道路交通安全
一大重要方面。在此次检查中，民警对检测站存在的问题提
出了整改意见，并希望检测站严把车辆安全关口，切实加强日
常管理，提高服务满意度。机动车检测中心表示将进一步规
范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提高检测站的服务水平。

济阳交警精准布控
涉案车辆无处遁形

为进一步消除路面交通安全隐患，严厉打击各类
交通违法行为，3 月 14 日，济阳交警科学部署，利用缉
查布控系统，精准打击查处逾期未年检、假套牌等交
通违法车辆。

在查获嫌疑车辆后，执勤民警运用技术手段对驾
驶人及车辆信息进行确认，并当场依法进行处罚，有效
保证了辖区道路交通秩序稳定。

在 3 月 14 日的行动中，查处逾期未年检 6 辆，其
他违法行为 7 起。下一步，济阳交警将根据辖区道路
交通具体状况及违法行为的发生特点，持续加大对机
动车假牌、套牌等严重违法行为的查处，让各类重点
违法行为无处遁形，实现查处无缝隙、全覆盖。

在此，济阳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们，驾驶车辆
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切勿以身试法。

济阳交警祝您考试成功
为增强考生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3 月

15 日，交警大队车管所组织科目四考试及考前教育活
动。

考前讲解中，考官告知新驾驶员要严肃考风考纪，遵守
考试规定。同时结合全国近期发生的重特大交通事故案
例，剖析了超速、超员、疲劳驾驶、无证无牌驾车、酒后驾驶
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发生的原因及危害，告诫每位准驾驶
人要从思想上树立安全意识，从行动上养成文明出行的习
惯，自觉抵制不文明交通行为和危险驾驶行为。

考试工作前，按照考试监管工作细则，工作人员严格按
照要求分配考生考场座位，仔细核查考试人员与考试登记

是否相符，切实履行考试监管职责，保证上传考试现场音视
频资料真实准确。

考试工作中，济阳交警安排专人进行巡考，在确保考试
公平公正的同时积极解决考试中学员所提出的问题，有效
保障了此次考试的正常有序进行。

考试结束后，考官对给予合格的学员发放了机动车驾
驶证，对于考试不合格的学员，由驾校再次进行培训，进一
步加强理论培训及实操训练。

此次考试共 111 名学员参加，其中 105 名学员合格。
满分学习考试共 4 名驾驶人参加考试，其中 2 名驾驶人合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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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3月15日全国两会期间
济阳交警全员上路保平安

济阳交警组织开展对驾驶人
审验教育学习工作

为了加强机动车驾驶人违法记分及审验教育工作，进一步
规范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行为，提高驾驶人交通安全意识、法制意
识、文明意识。3月13日下午，济阳交警组织开展对驾驶人审验
教育学习工作。

活动中，通过播放安全教育宣传片的形式，组织重点驾驶人
收看交通安全教育宣传片，同时结合交通事故情况以及对典型
交通事故案例的分析，教育驾驶人提高对违法行车危害性的认
识，提高驾驶人遵章守法的意识，在行车过程中要严格遵守有关
规定，重点加强对交通安全意识不强、屡次违法驾驶人的宣传教
育，防止行车安全事故的发生。

通过培训使驾驶人养成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的良好习惯，增
强他们的交通安全意识，提升了文明交通素质，为有效预防道路
交通事故夯实了基础。

让人“顶包”涉嫌隐匿逃逸被拘
替人“顶包”涉嫌提供伪证入狱

3月3日-3月15日，为确保全国两会期间道路交通安
全，预防交通事故，济阳交警全力以赴，“夜间+白天”“城
市+农村”大队指挥中心精确研判，勤务中队快速反应、精

准打击，执勤民警规范执法，向全社会传递交警严
查整治的决心及力度！

期间，济阳交警对辖区，酒驾、醉驾、毒驾、大货
车、渣土车、农村地区面包车等重点交通违法进行
全时段、无缝隙、强高压式严厉查处打击。

定点定时，充分利用缉查布控预警系统，结
合大队指挥中心，严厉打击逾期未检验、逾期未
报废、假牌套牌、驾驶证异常等重点交通违法行
为。

压事故保畅通，打造良好交通环境，服务全
区城市建设、经济建设，济阳交警对行人和非机动
车闯红灯、逆行、翻越护栏、占用机动车道等交通违
法行为进行抓拍不打码曝光。

3月3日-3月15日全国两会期间，济阳交警共
查获违法行为1230起，其中酒后驾驶18起、醉酒驾
驶 2 起，超员超载 77 起、涉牌涉证 51 起、违法停车

325起，其它违法行为757起，有力震慑了交通违法行为，有
效遏制了交通事故的发生，为市民安全出行创造了平安和
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酒驾逃逸，居然让朋友来顶包！最近，咱们
济阳的泰兴东街附近发生一起酒驾、逃逸、顶包
的交通事故，肇事者杨松军不仅酒后驾驶、肇事
逃逸，还拉来朋友为其顶包。

1 月 6 日 15 时 04 分 ，杨 松 军 酒 后 驾 驶 湘
EK8509号小型轿车沿泰兴东街由西向东行驶至
泰兴东街海达通公司处时，与周某驾驶的鲁A33*
2学号小型轿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杨松军、
苏某明、周某等五人受伤，两车受损。事故后，杨
松军为掩盖酒驾事实、逃避法律制裁让马彪“顶
包”接受调查。

3 月 04 日，杨松军因隐匿逃逸涉嫌交通肇
事逃逸被济阳交警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
罚。

3月 06日，马彪因在调查交通肇事逃逸案时
提供虚假证言，济阳交警将其移交济北派出所处
理。

3月12日，济北派出所依法对提供虚假证言违法行为
人马彪处以行政拘留四日并处一百元罚款的处罚。

交通肇事后，肇事者让他人顶替，让人顶替的行为本
质上属于交通肇事后的逃跑行为，应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
逸，从重处罚。顶替者主观上为了包庇他人犯罪的，构成
犯罪的，应以包庇罪追究刑事责任。交警蜀黍提醒：酒后

驾车危害大，在此提醒广大驾驶员千万不能酒后驾车，一
但发生事故害人害己。发生事故后应及时报警，有人受伤
的应该下车查看伤情并拨打120救助电话，保护好现场，千
万不能逃离事故现场。事故发生后更不能抱侥幸心理，让
他人“顶包”并不能“帮助”肇事者，而且顶包的行为同样也
是违法的，顶包者也将面临法律处罚。逃逸、顶包等违法
行为不但不能逃脱责任，还只会加重法律惩处。

交警大队：加大整治力度维护交通秩序

迎接国卫复审
建设美好家园

本报讯 为全面开展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
作，针对近期某些环境卫生问题反弹情况，近日，济
阳街道雅居园社区工作人员对辖区范围内的居民
小区、商业街、在建工地、拆迁区域进行了重新巡
查，并留存照片，详细记录在册，重新梳理问题台账
清单。

经过巡查，共发现反弹问题和新问题合计 20
余处。针对居民小区内物业职责范围内的问题，及
时和物业负责人沟通联系，立即整改，并加强巡查，
防止问题反弹。针对各帮包单位小网格区域内的
问题，及时和帮包单位负责人进行了沟通反馈。

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已到了关键阶段，雅居
园社区会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务实的态度，全
力以赴打赢迎复审攻坚战。

（梁 越）

本报讯 全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以后，济北街道迅速反应、立即行动，连夜召开专题
会议，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深入开展大气污染防
治集中整治行动，齐心协力打好济北街道蓝天保卫
战。

提高站位，强化认识。切实增强大气污染防治
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充分认识大气污染防治的极
端重要性、异常紧迫性和现实艰巨性，以更加坚决
的态度、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务实的作风，全力
抓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突出重点，严格巡查。

聚焦活动方案明确的五项重点内容，重点管控企
业建筑工地扬尘、渣土运输、拆迁村居、露天烧烤、
燃煤散烧和各类大气污染问题，全力确保各项措
施落地落实。多方联动，合力攻坚。街道相关局
室与各社区坚持部门联动，牢固树立“上下一盘
棋”思想，形成工作合力，采取深入一线督导、夜间
突击检查等方式，切实摸清辖区各工地施工现场
空气质量底数，进一步加大宣传引导，加强督导问
责，确保空气质量取得明显好转，此项工作走在全
区前列。 （邵洁莹）

本报讯 3月21日，新市镇环卫一体化及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现场考核迎查会在镇大会议室召开。

会议首先传达了《关于开展一季度全市城乡环
卫一体化及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现场考核的通知》，
从考核方式、考核内容、评分标准等方面对考核细
则进行了详细讲解。

会议要求，农村环境整治工作是一项老生常谈
的工作，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站在讲
政治的高度，继续把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当成重中之
重的工作来抓，将行动统一到镇党委政府的决策部
署上来，克服厌战情绪、麻痹思想，不仅要抓当前，
更要抓长远、抓长效、抓常态，做到坚持不懈、久久
为功。

会议强调，镇环卫所、各管区、村等部门要明确
时间节点，落实责任分工，严格按照考核标准，重点

做好道路沿线、坑塘周边等区域的垃圾清理，及时
清运桶内垃圾，强化对店外经营、占道经营等行为
的整治力度。同时，镇环卫所要加大对保洁公司的
考核，做好对保洁员队伍的监督管理，确保每个环
节有效衔接，每个角落干净整洁，以良好的卫生环
境迎接考核检查。

新市镇派出所、执法中队等部门参加了会议。
（刁力洪）

济北街道
扎实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新市镇
召开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现场考核迎查会

雅居园社区
开展网格问题

巡查助推迎审工作

本报讯 为给广大市民出行提供安
全、良好的公路通行环境，区公路局抢抓
春季养护有利时机，强化措施，加强春季
公路养护管理工作。

切实做好公路巡查工作,重点做好
路基、路面、桥涵构造物和排水设施的全
面检查，对发现的病害记录在案，形成道
路病害台账，同时制定科学合理的处治
方案，切实保证道路安全畅通。加强路
面保洁,提高机械保洁作业频率，严格控
制公路扬尘现象；对路面抛洒物、公路沿

线垃圾和堆积物及时进行清理，确保路
容路貌干净整洁。完善公路安全设施维
护,对公路沿线各类标志牌、里程碑、百
米桩、示警桩、道口桩等进行维修养护，
补设、修复缺损的公路安全设施，为过往
人员提供安全的通行环境。做好公路绿
化工作,及时清理绿化带内枯枝、杂草，
对中央隔离带苗木浇水，对遮挡标志牌
和影响行车安全的行道树进行修剪、对
缺失、病枯的苗木行进补植，较好的保障
了公路安全畅通。 （刘显春）

本报讯 近日，新市镇中学团委根据
团区委《关于在全区共青团系统集中开展

“担当作为，狠抓落实”主题团日活动的通
知》，在全校团员青年中迅速开展学习行
动，深入学习刘家义书记提出的五个方面
的意见、王忠林书记提出的六个“一定”和
吕灿华书记提出的五个“始终”工作要求，
积极调动每一个团员的积极性，让指导思
想切实走进每一个团员心中。

首先，团委印发宣传资料到每一个团
员手中，组织团员集中学习，认真研读学

习刘家义书记、王忠林书记、吕灿华书记
的讲话精神，原原本本读原文、原汁原味
悟原理。其次，各班召开团支部学习座谈
会，分享交流学习体会，撰写上交学习心
得。

通过此次主题团日活动，团员们纷
纷表示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规
范自己的言行，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学习
上都要做好模范带头作用，敢于担当作
为，敢于拼搏，力争在学习上取得更好的
成绩。 （李洪波 马飞）

新市镇中学团委 举办主题团日活动

本报讯 3月 21日，河务局按照一季
度各项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召开了“强监
管 补短板 促发展”专题调度会议，完善重
点工作实施方案，提升全局发展质量。

会议首先根据各项重点工作的工作
进度、存在不足及面临的难题作出了具
体安排部署，并针对当前全局范围内春
季植树、工程建设、清四乱、工程管理、安
全生产等方面工作进行逐项梳理，精准

定位各项工作中存在的短板缺陷，科学
谋划发展战略，臂画发展新蓝图。会议
强调，在下一步工作过程中，要进一步做
好认清发展形势，强化监管意识,明确工
作流程，强化监管规范，突出事前事中监
管，强化监管防治,配好工作人员，强化
监管力量等五项措施，为全局实现高质
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和保障。

（栾金灏 王哲）

河务局 召开专题调度会

公路局 积极做好春季公路养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