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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菏泽泽市市巾巾帼帼志志愿愿
服服务务工工作作总总结结会会召召开开

本报菏泽2月1日讯 (记
者 邢孟) 1日上午，菏泽
市巾帼志愿服务工作总结会
召开。会上总结了全市巾帼
志愿服务工作情况，并为市
优秀巾帼志愿者、优秀巾帼
志愿者队伍等代表进行了颁
奖。市政府副市长、妇儿工委
常务副主任侯婕为“巾帼筑
梦·与爱同行”主题志愿服务
行动授旗。

据了解，两年来，全市巾
帼志愿服务工作取得了可喜
成绩，市县巾帼志愿者协会
团结一致，带领全市近500支
巾帼志愿者队伍1 . 3万余名
巾帼志愿者，活跃在文明创
建、扶危济困、社区服务、环
境保护等各个领域，开展各

类志愿服务活动近200场，捐
献物资300余万元，受益群众
达10万人，彰显了巾帼时代
风采，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赞誉，成为了建设幸福菏
泽的一道亮丽风景！

下一步，为不让任何一名
妇女儿童和家庭在小康路上
掉队，市妇联、市巾帼志愿者
协会将正式启动“巾帼筑梦·
与爱同行”主题志愿服务行
动，号召全市广大巾帼志愿者
和志愿者队伍面向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贫困母亲等困难群
体开展志愿帮扶活动。

总结会上，市政府副市
长、妇儿工委常务副主任侯
婕为“巾帼筑梦·与爱同行”
主题志愿服务行动授旗。

本报菏泽2月1日讯(记者
周千清) 2月1日，是2018年

春运启动首日。当日，菏泽春
运工作启动仪式在菏泽汽车
总站举行。春运期间，交警部
门将全警动员，对各路段路面
的巡查力度加强，严格查纠客
车超员行驶、超速行驶、疲劳
驾驶、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
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2月1日上午，2018年菏
泽市春运工作启动仪式在菏
泽汽车总站举行，在启动仪
式上，菏泽市交警支队副支
队长赵洪科说，2018年春运
工作从2月1日开始，至3月12
日结束。春运期间，交警部门
将全警动员，加强对各路段
路面的巡查力度，严格查纠
客车超员行驶、超速行驶、疲
劳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
为；同时针对节日期间农村
群众探亲访友活动集中、农
村道路短途客运量集中的特
点，加大对乡镇道路交通秩
序的整治，严厉查处三轮汽
车、电动车三轮车、低速载货
汽车违法载人的交通违法行
为，有效杜绝交通事故隐患，

为全市人民欢度新春佳节提
供良好的道路通行环境。

同时，赵洪科嘱咐客运司
机要坚持做到“五不”，也就是：
车辆不合格不出站；乘客超员
不出站；客货混装不出站；安全
设施不落实不出站；有易燃易
爆物品不出站。

菏泽汽车总站常务副站长
魏炜在启动仪式说："为了更好
的参与2018年春运,总站加强安
全管理,对所有参与春运的班车
进行一次拉网式排查，保证所
有班车技术状况良好，设施设
备齐全；加强安全培训，杜绝三

品进站；不售超员票，不发超员
车。"汽车总站会进一步提高服
务质量,竖决保证广大旅客走
得了、走的好、走的及时、走
的舒心完成好此次春运的各
项工作。同时,提醒广大旅客,
出行时请携带好身份证件,以
备实名制购票和乘车查验。

启动仪式结束后，赵洪
科为汽车总站的旅客送去

“福”字中国结等年货。菏泽
汽车总站司机在“自觉遵守
交通法规”的条幅上面签字，
做出为旅客提供放心春运服
务的承诺。

本报菏泽2月1日讯(记者
崔如坤) 1日，菏泽高速交

警支队围绕春运宣传主题，
在日兰高速曹州服务区举行
2018年春运启动仪式。据悉，
即日起，菏泽高速交警全面
启动辖区省际卡点、服务区、
收费站等春运检查站，从严
查处“三超一疲劳”等重点违
法行为，确保高速公路交通
安全。

1日上午，菏泽高速交警
支队围绕春运宣传主题，在
日兰高速曹州服务区举行
2018年春运启动仪式。仪式
上，菏泽高速交警支队支队
长杜万强重点围绕凝聚社会
共识、激发社会力量、共保春
运平安进行了动员发言，并
为高速交警、山东集团菏泽
分公司、菏泽市公路局巡查
支队联合组成的“春运党员
先锋服务队”代表授旗。

活动期间，菏泽高速交

警支队还通过设立新春送
福、姜茶赠送、法律咨询、案
例展台等多个席位开展警民
互动，进一步增强活动效果。
新春对联题写现场，支队组
织书画特长民警挥毫泼墨书
写新春对联，一幅幅散发着
浓郁墨香的新春对联，传递
着警民鱼水深情；姜茶和福
字贴赠送现场，一杯杯热姜
茶驱散了冬日里的阵阵寒

意……
启动仪式后，菏泽高速

交警还召开了春运新闻通气
会。杜万强介绍今年春运特
点和情况。2月1日起，菏泽高
速交警全面启动辖区省际卡
点、服务区、收费站等春运检
查站，从严查处“三超一疲
劳”、长途客车凌晨2点到5点
违规运行等重点违法行为，
确保高速公路交通安全。

22月月11日日起起，，严严查查高高速速违违法法行行为为
菏泽高速交警举行春运启动仪式

青年典型段瑞乾：

甘甘把把青青春春铸铸警警魂魂

段瑞乾现任菏泽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事故处
理业务指导科副科长，一级
警司警衔。入警九年来，段瑞
乾一直奋战基层一线，先后
在派出所、刑警、交警多个工
作岗位历练，坚持秉公执法、
热情服务群众、勇于探索创
新，在交通管理工作实践中
取得突出成绩。他在事故处
理中始终坚持严格执法，热
情服务理念，努力为群众排
忧解难，每年处理交通事故
5000起以上，侦破多起重大
疑难逃逸事故，在办理的数
万起交通事故案件中从未出
现失误，更没有出现一起投
诉案件。

从警第一天起，段瑞乾
心中就记着这样一句话：要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
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刑警出
身的他，侦查取证意识极强，
参加事故处理以来专心钻研
逃逸事故侦查技巧、规律，破
获多起重大、疑难逃逸事故，
总结出了多项工作方法、经
验。

事故处理大队管辖主城

区道路，车流量大、事故频
发，每天接警量都在50起以
上。但事故科人员少，出警速
度一直是处理事故民警面临
的严峻挑战。面对困境，段瑞
乾科学划分出警班组，身先
士卒到现场。事故民警现在
是四班倒，每四天就要值一
次夜班，碰到重大事故连续
工作，更是几天不能休息，加
班加点成为常态。

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段瑞乾的
身体亮起了红灯。2014年初，
他感觉自己的视力下降明
显，便来到医院就医，并诊断
为高血压并发症，住院一个
月接受治疗，之后又到北京
做了视网膜复位手术。医生
建议其少上夜班，调离岗位。
但段瑞乾没有向领导汇报此
事，继续在自己热爱的岗位
上默默付出、服务群众。

2014年初，段瑞乾被提
拔成为全区最年轻的事故中
队长，2017年11月，被任命为
菏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交通事故业务指导科副科
长。多年来，段瑞乾在交通事
故处理上实现着自己的人生
价值，始终带着真挚的情感
面对群众，为警徽增添了光
彩。

本报菏泽2月1日讯(记者
张建丽) 1日，齐鲁晚报记

者从菏泽市公共汽车公司获
悉，公司已出台2018年春运
工作方案，公司将通过增加
运力投入、科学动态调整班
次密度、提高服务质量等措
施，方便市民出行。同时通过
公司网站、微信等平台及时
发布公交线路运营信息，方
便乘客提前调整出行安排。

根据往年春运特点，预
计节前客流量从2月1日起逐
渐增大，节前客流高峰出现
在2月8日(小年)和2月14日
(腊月二十九)，节后客流高
峰将会出现在2月21日(正月
初六)、2月24日(正月初九)、3
月3日(正月十六)。

今年春运较于上年度春
运延后17天，春运伊始即逢
学生流、务工流叠加。腊月二
十九正值西方情人节，客流
将呈现时间长、峰值高等特
点，高峰期间乘客运输压力
较于往年将会剧增。另外，节
后运输压力大。

同时，安全风险隐患增
加，安全形势较于往年更为严
峻。春运期间天气不确定因素
较多，雾霾团雾、冰冻雨雪、寒
潮大风等恶劣天气较多，今年
城区交通拥堵情况较于往年
更为严重，道路安全形势不容
乐观。城区大范围棚改，客流
分布也发生较大变化。

菏泽公交将针对客流密
集站点，安排充足人员进行

全天值班，随时关注客流情
况，加强工作协调，调度车
辆、疏导交通、组织客流。确
保突发性大规模客流拥堵时
能快速响应、及时疏通，防止
人多拥挤时发生意外。做好

“三品”检查工作加大巡查力
度，组织人员进行暗查。严格
落实驾驶员“一岗双责”，杜
绝“易燃、易爆、违禁品”上
车，遇到可疑人员及时排查。

此外，开展专项检查，对
所有公交车辆发动机、纯电
系统、制动系统、燃气系统、
电路系统，轮胎、灯光和安全
消防设备设施，及以往检查
中发现的隐患进行全面排
查，严禁“带病”车辆上路运
营。

备备战战春春运运，，公公交交调调整整班班次次密密度度
增加运力投入、严禁带病车上路

菏菏泽泽市市交交警警支支队队副副支支队队长长赵赵洪洪科科为为旅旅客客讲讲解解春春运运注注意意事事项项。。菏泽市交警支队副支队长赵洪科为旅客讲解春运注意事项。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周周千千清清 摄摄本报记者 周千清 摄

现现场场““平平安安春春运运 交交警警通通行行””签签名名活活动动。。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崔崔如如坤坤 摄摄现场“平安春运 交警通行”签名活动。 本报记者 崔如坤 摄

★巨野鹏博运输有限公司鲁R6E31挂营运证(营运

证号：371724355401)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鹏博运输有限公司鲁R3E01挂营运证(营运

证号：371724355400)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鹏博运输有限公司鲁R8E59挂营运证(营运

证号：371724355428)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王文臣在菏泽黎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的景

昀苑小区50号楼03号商铺的交款收据，因本人保管不慎

丢失，收据总额为人民币￥50000元，大写：伍万元整。声

明作废。

★本人薛常红因保管不慎致在长安保险公司投保的

交强险605072018371724001206车的交强标志遗失，信息

如下：车牌号为鲁R883B7，保险期限：2018年1月23日0时
至2019年1月23日24时。遗失单证流水号：0000087610，特
此声明。

遗遗失失声声明明

严严阵阵以以待待，，让让春春节节回回家家的的路路更更顺顺畅畅
2月1日，菏泽启动春运工作，交警全警动员，汽车站保障安全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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