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月17日讯 (记者 郭光
普 王乐伟 通讯员 孙涛) 17

日，记者从德州市交通运输局了解
到，继去年“双节”之后，今年春节
高速公路将迎来第二次免费大考。
对此交通部门制定预案保障春运
期间免费政策顺利实施。

据了解，春运期间公路管理机
构和有关企业将对收费站实施分
级、分类管理，及时做好交通疏导
组织工作，继续实施快捷、通畅和
高效的收费管理模式。进一步合理
设置和规范专用免费通道、临时交
通标志牌，引导缴费车辆与免费车
辆分车道、有序通行。利用信息情
报板或在主线出口位置增加提示
牌，联合交警在收费站安装限速监
控设备，对超速行驶的车辆采取措
施。要进一步优化收费管理流程，
免费道口继续实行不发卡抬杆放
行。

在加强公路出行信息的服务
方面，相关部门会通过电子显示
屏，及时将路况、天气、救援等信息
反馈给过往司乘。

春运大幕26日拉开

每天开行1700部“德州号”客车
本报1月17日讯 (记者 郭

光普 王乐伟 通讯员 孙涛)
17日，记者从德州市交通运输

局获悉，2013年德州春运从1月26
日开始，至3月6日结束，共计40
天，春运期间预计全市道路完
成客运量约1475万人次。德州
市交通运输局统一部署全力备
战确保春运工作安全开展。

根 据 交 通 部 门 的 统 计 ，
2013年春运期间预计全市道路
完成客运量约1475万人次，其
中线路班车客运量将达到275
万人次，较上年同比增长9%；城
市公交客运量500万人次，较上
年同比增长5%；出租客运量700
万人次，较上年同比略有增长。

今年春节假日期间，将在

全国范围内继续执行小型客车
免收通行费政策，预计选择私
家车出行的旅客数量剧增，对
道路客运、货运正常运营会造
成较大影响。

为确保2013年春运工作安
全开展，春运期间全市将日均
投放客车1700部，开行2800个
班次；投放公交车1100部，开行

8900个班次；全市3900余辆出
租车不空班，全力投入春运。春
运期间，交通部门将会对站外
揽客、倒客甩客等违法违规行
为加强监督，并与公安交管部
门合作，严厉打击“黑车”和“黑
包车”等非法营运扰乱运输市
场秩序行为，确保道路运输工
作安全运行。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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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高速入口

不发卡放行

本报1月17日讯 (记者
郭光普 王乐伟 通讯

员 孙涛) 17日，记者从
德州市交通运输局了解
到，针对春运期间有可能
出现的恶劣天气，交通部
门制定紧急预案，确保春
运安全。

受冬季恶劣天气影
响，道路交通情况复杂，运
输环境较差，特别是春运
期间，鲁西北和胶东等局
部地区降水量偏高，有可
能出现区域性低温、阶段
性强降温和降雪过程。工
作人员介绍称，针对春运
期间可能出现的恶劣天
气和旅客滞留等突发事
件情况，交通部门已经制

定春运应急运输预案，对
运 力 投 放 、运 输 组 织 方
案、应急保障措施等进行
了统筹安排和系统部署。
公路管理机构和有关企
业也加强公路巡查，完善
公路信息发布体系。合理
部署应急设备，加大应急
物资储备，强化公路清障
救援。

春运期间，交通部门
将进一步强化路警联动机
制，确保突发事件及时、妥
善处置；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要按照交通运输部有关
要求，组织运输企业认真
制定道路春运应急运力储
备方案，及时抢运滞留旅
客。

本报1月17日讯 (记者 王乐
伟 通讯员 杨存志 ) 春节将
至，滨德高速公路德州管理处出台
保畅措施，全面做好春运期间安全
保畅工作。

滨德高速公路德州管理处路
政大队对辖区路段进行全方位巡
查，并且安排备岗中队24小时备
岗，遇有突发事件能够迅速出动，
及时处理。并坚持每天不少于四次
的日常巡查，强化路面监管，及时
清除路障，规范公路上的标志、标
志牌，为群众出行提供正确、清晰
的道路信息，确保过往车辆安全畅
通，并做好延伸服务。

针对冬季雨雪冰冻天气频发
的情况，加大应急设备、物资和人
员投入，目前滨德高速德州管理处
已储备环保融雪剂200吨，袋装防
滑沙40吨，联系了平地机6辆，铲雪
车4辆，融雪剂撒布车4台，铲车2

台，成立除雪突击队4支，同时配备
100余人应急处置队伍。

滨德高速

备好应急物资

德城区联社结合当地产业
特色和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创新
经营思路，积极主动与其他兄弟
联社进行沟通联系，在有效控制
存贷款规模的情况下，把发放社
团贷款作为拓宽贷款营销渠道
的重要措施来抓，既满足了小微
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解了“燃眉
之急”，又避免了客户流失，还能
有效促进该联社及其他联社的
贷 款 营 销 工 作 ，实 现“ 银 企 双
赢”。截至目前，该联社已牵头办
理“小微企业社团贷款”1 . 41亿
元，扶持小微企业驶入“健康发展
快速通道”。 (陈培培)

德城区联社

亿元小微社团

贷款解企业难

遇恶劣天气将启动预案

本报1月17日讯 (记者
郭光普 王乐伟 通

讯 员 孙 涛 ) 春 运 期
间，为方便旅客购票，客
运站将增设窗口方便旅
客购票。

2013年春运客流预计
仍以学生流、民工流、探亲
流、游客流为主。由于学校
放假较早，学生流春运前
即已分流，节前的客流以
民工流、探亲流、游客流
为主。节后，学生流、民工
流、探亲流、游客流会相
互叠加，给节后春运工作
造成较大的压力。预计客
流高峰会出现在 2月9日
(农历十二月二十九)、2月
15日(农历正月初六)。

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
称，春运期间客运站将增
开售票窗口、设立农民工
购票专用窗口、提早预售
票时限、延长售票时间，
方便旅客购票。在客流高
峰期增派服务人员，引导
旅客购票、乘车，解答旅
客咨询，为有困难旅客提
供帮助。同时利用信息服
务平台发布中长途班线
班次、加班车、应急运输
情况等信息查询和售票
服务，客运站要利用电子
信息屏、公告栏、广播、闭
路电视等途径发布信息，
并做好沟通解释和相应
服务工作，合理引导旅客
出行。

客运站加开售票窗口

格相关链接

17日上午，火车
站售票厅内零星的
购票旅客。受到网
络售票和电话订票
的影响，虽然春运
期间的火车票已开
售多日，火车站售
票厅内现场购票的
市民人数并无明显
变化。

本报记者 马
志勇 摄影报道

805辆客运班车全面体检

已有240辆通过检测
本报1月17日讯 (记者 郭

光普 王乐伟 通讯员 孙涛)
17日，记者从德州市交通运

输局获悉，为提升春运质量，德
州市交通部门对县级以上805
辆客运班车进行车辆春检，截
至1月16日已检测完毕240辆，
合格率100%。

据了解，2013年春运即将
到来，为确保春运期间道路旅客

安全出行，提升春运服务质量，市
交通运输局开展了为期半个月的
道路客运车辆春检工作，对车
籍地在德州市的省级客运班车
和包车、市级客运班车和包车、
县级客运班车和包车进行全面
检测。受检测车辆只有所有检
测项目合格之后才能获得省交
通运输厅统一印发的春运证，
获得春运期间上路营运的资

格。德州县级以上客运班车共
计805辆，截至1月16日已检测
完毕240辆，合格率100%。

此次春检车辆的检查内容
为：车辆营运证牌、违章记录、
技术档案、车辆结构、GPS行驶
记录仪使用情况及同交通运输
部卫星定位动态信息监管平台
对接情况、投保承运人责任险
情况、客车安全告知制度落实

情况等。对于检测过程中不合
格车辆必须进行整改或维修后
进行复检，只有复检合格之后
才能发放“春运证”。同时，为了
不影响客运班车正常营运，局
道路运输处派检测人员到各县
(市)及运输公司进行实地检测，
驻外长途客运车辆因特殊情况
不能按时检测的可以申请到邻
县(市)检测。

买买火火车车票票

不不排排队队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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