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2月1日讯 (记
者 杨淑君 ) 2月1日，为
期40天的2018年春运正式
拉开帷幕，当天上午，聊城
市政府新闻办举行例行新
闻发布会，聊城市交通运输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林树军
介绍了今年春运客流情况
及交通运输部门的运力保
障举措。

林树军介绍，节后运输
压力大。今年春节较晚，节
后探亲、旅游、学生、务工客
流叠加，运输保障难度加
大，春运安全运行压力较
大。预计全市二级以上道路
客运站将发送旅客133 . 56
万人次，与去年相比下降

6%左右。预计节前客流量
从2月1日起将逐渐增大，到
2月15日(除夕)达到高峰，
节后客流高峰将出现在2月
21日(初六)左右，高峰期全
市日发送旅客量约 6万人
次。

运力方面，全市将投放
道路客运经营车辆640辆，
客运包车170辆。在保障公
路通行通畅方面，公路部门
强化公路路面巡查工作，做
好路面保洁工作，制定详细
的春运期间重点部位安全
检查计划，加强对桥梁、长
下坡、易积水路段、边坡等
重点部位和标志标牌、龙门
架、隔离网等交通安全设施

的安全隐患排查，加强与交
警等部门的沟通协调，确保
一旦发生事故险情，主动配
合公安等部门积极参与救
援，加强高速公路收费站和
服务区管理。继续严格执行
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
道”政策，确保整车合法装
载运输鲜活农产品车辆优
先便捷通行。

截至目前，全市检查企
业和单位365家，检查车辆
3115辆次，其中客运车辆
453辆次，危化品车辆1151
辆次。查处违规运输车辆
152辆次，其中超限车辆25
辆，超载46辆，卸载货物943
吨。查处各类安全隐患和问

题169个，并全部落实了整
改计划和防护措施。组织了
分区域、全天候的除雪防滑
应急保障队伍16支共781
人，准备了除雪清障车130
台(套)，储备融雪剂436吨、
防滑沙540方等应急物资，
以及时做好清障、疏散和救
援工作。

为了提升出租车服务
水平，春运前交通运管机
构督促各出租公司对出租
车驾驶员进行了安全生产
法律、运营服务规范、突发
事件的应急处置以及春运
期间运营特别要求等方面
的培训，共培训16期，2198
人。

春运大幕开启！16支应急队伍保障旅客回家路

预预计计高高峰峰期期日日发发送送旅旅客客66万万人人次次

本报聊城2月1日讯 (记
者 李怀磊 通讯员 张
晶) 1日上午，聊城市暨茌
平县2018年春运交通安全
管理工作启动仪式在茌平
长途汽车站举行，全市2018
年度春运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工作全面展开。

今年春运期间，全市公
安、安监、交通、公路、城管、
农机等部门将充分发挥各
自的职能作用，积极主动开
展工作，加强协作配合，加
大综合治理，完善信息通报
机制，及时通报流量、天气
及路面秩序等信息，共同研
究交通安全形势和路面管
控措施，组织开展好区域性
交通秩序联合整治，确保全
市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坚决遏制重特大交通事故
发生，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全市公安机关特别是
交警部门将充分发挥主力
军作用，以“防事故、保安
全、保畅通”为中心，继续坚
持历年春运交通安全工作
中行之有效的工作措施，分
析、把握春运特点，立足城
市、公路、农村三大战场，科
学合理部署警力，依托高速
公路和主要国省道春运交
通安全检查服务站，加大重
点时段、重点路段的管控力
度，加大对县乡道路交通秩
序的整治，严厉查处客车超
员、超速行驶、疲劳驾驶、酒
后驾驶、农用车载人等严重
交通违法行为，尽最大努力
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继续
开展好春运“情满旅途”活
动、“温暖回家路”春运交通
安全公益宣传活动，确保广
大人民群众平安、畅通出
行。

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茌平
县交安委有关领导，以及
公安交警、安监、交通、公
路、农机等部门代表、交运
集团职工代表和驻聊新闻
媒体代表共2 0 0多人参加
了活动。

启动仪式结束后，省厅
领导一行查看了茌平县汽
车站车辆、驾驶人安全监管
工作情况，并走上客运车辆
为驾驶员、乘客发放春运交
通安全宣传资料，叮嘱驾驶
员安全驾驶，为各位乘客送
上新春祝福。

春春运运交交通通安安全全管管理理启启动动仪仪式式举举行行
全市春运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全面展开

春运交通安全管理启动仪式现场。 记者 李怀磊 摄

1日起，春运启动了。为
认真做好今年的春运道路
交通安全工作，努力预防和
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保障人
民群众平安返乡过年，2月1
日，聊城高速交警支队举行
以“平安春运、交警同行”为
主题的春运启动日宣传活
动，同时针对各种交通违法
行为展开严查行动，多起违
法行为被查处。

在查处的违法行为中，
包括未带驾驶证、疲劳驾驶、
未按规定检验甚至高速上倒
车等。“我有急事，所以自己
上高速了。”一名处于实习期
间违规上高速的驾驶员说。
最终，该驾驶员被给予罚款
150元，记1分的处罚。上午9点
43分，在济聊高速公路执法
南站，民警查获一辆逆行驶
入高速公路小轿车。该轿车

从济聊高速下来将要过收费
站时，调转车身逆行再次驶
入高速。

春运启动首日，聊城高
速交警支队在各执法站、高
速服务区、客运站进站口设
立交通安全宣传台，通过发
放宣传单页、悬挂交通安全
条幅和面对面讲解春运交
通安全常识等方式，普及高
速公路交通安全常识，努力

营造和谐高速、平安高速的
宣传氛围。

此次宣传活动共启动22
个执法站，设立26个交通安
全宣传台，共发送宣传单页
6000余份，悬挂宣传条幅48
条，为群众耐心答疑解惑70
余次，起到了良好的春运宣
传效果。

记者 李怀磊 通讯
员 李晓辉 杨法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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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春运运首首日日，，高高速速交交警警查查处处多多起起交交通通违违法法

红红的中国结高高挂
起，喜庆的红包预示着鸿
运，五星百货到处洋溢着春
节的喜庆气氛。自1月26日
开始的“喜迎新春 百万红
包大派送”活动吸引了众多
消费者目光。接下来2月2日
开始的“年货礼包送！送！
送！”活动将是年前仅此一
波的星粉疯抢节，2月2日迎
新春大型会员答谢会，会员
尊享10倍积分，也将节前活
动推向高潮。

为了回馈水城消费者
对五星百货的厚爱，五星百
货新春特惠购，2018春装全
新上柜；当日购物388-888

元赠春联、福字+台历；889-
2888元赠年货礼包一份；
2889元以上赠年货大礼包一
份；2月2日大型会员答谢会，
持会员卡购物享10倍积分，
4000分即可兑换40元电子礼
券；黄金每克优惠30-50元；
化妆品买200减30；进口表
8 .5折起，国产表8折起。

“迎新春快乐大抽奖”
也在火爆进行中，第二期开
奖时间为2月3日19：00，金条
大奖正在向您招手！国际著
名化妆品雅诗兰黛即将开
业，韩国第一化妆品牌“后”
也将于2月6日盛大开业；迪
奥、兰蔻满额赠礼活动，爱美

的女士千万不要错过哦！国
际 奢 侈 品 牌 A R M A N I
JEANS，潮牌“BOY LON-
DON”、“d&x”春款上柜，
2018新款正在热销中。

五星百货现已成为聊城
目前单体面积最大、设施最
全、环境最优、服务最好、档
次最高的现代化购物中心，
成为聊城的名牌聚集地、时
尚风向标和广大消费者购物
休闲的首选场所。五星百货
以为社会创造一个让顾客放
心的有感情的商店为目标追
求，则更体现了其儒商风范，
对顾客，他们视为亲朋好友。
在要求营业员在热情友善的

同时，还进一步做到实心实
意给顾客推荐最适合的商
品，并站到顾客的位置上，为
顾客着想，尽量为顾客省钱，
使五星百货成为一家有感情
的商场。

作为聊城最具影响力
和亲民的购物中心，振华五
星百货一直深受广大水城
消费者的喜爱和信赖。还有
13天时间，狗年春节即将到
来，穿新衣、换新鞋、购年
货，五星百货满足您所有需
求！在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
五星百货全体员工恭祝水
城人民新春快乐！“狗”年大
吉！阖家幸福！

五五星星百百货货年年货货礼礼包包送送送送送送，，年年前前仅仅此此一一波波！！

2月1日春运首日，山东济铁旅
行服务公司聊城经营部在辖内各客
运站商业区开展了食品安全检查工
作，对食品的采购进货、贮存、清洗、
加工、打包等环节进行全方位检查，
随机抽查了真空包装的熟食，并对
食品的生产许可证、产品合格证、出
厂检验检疫报告等证件是否齐全，
生产、销售批次是否如实登记等进
行查验。杜绝“三无”产品销售，杜绝
食品卫生事件的发生，保障了广大
旅客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谢彬 摄

严严格格检检查查保保障障
““舌舌尖尖””安安全全

环卫工人是城市的美容师，即
使在严寒的天气，也依然坚持在自
己的岗位上，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为了感谢环卫工人所做出的贡献，
聊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志
愿者于1月28日与义工慈善团体开
展为环卫工人送温暖活动。本次活
动希望呼吁更多的人关注环保、关
爱环卫工人，让大家更加珍惜他们
的劳动成果，传播一种感恩知恩的
美德。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刘佳
琪 栾正奇 摄影报道

为为环环卫卫工工人人送送温温暖暖

近日，聊城大学乐承乐献服务
队在聊城市东昌府区举办了“品味
黑茶韵味 探寻黑茶文化”活动。通
过解说员的热情讲解，同学们学习、
了解了黑茶文化的起源，发展以及
它的功效，认识到了黑茶文化的价
值，有利于茶文化的传承。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张甜 田云慧
摄影报道

探探寻寻黑黑茶茶文文化化

燃烧器、低氮
取暖、洗浴、锅炉、调试安装。

聊城万里汽配城E4-12
电话：18663568266

本报聊城2月1日讯(记者 杨
淑君 通讯员 陈光艳 邹林) 2
月1日春运首日，聊城汽车西站客流
平稳，外出务工返乡及放假的学生
流开始涌现，车站开启9台自助售票
机，并引导旅客通过微信购票，旅客
出行非常顺畅。

据介绍，目前客流以返乡民工
流和学生流为主，主要去向集中在
樱桃园、濮阳、邯郸等方向。小年过
后，9日起将迎来进入春运后的首个
学生流客流高峰。

聊城汽车西站开启
九台自助售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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