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店交警利用缉查布控系统远程锁定“隐形违法”

俩俩月月查查处处假假牌牌套套牌牌等等违违法法114477起起
本报10月10日讯 (记者

胡泉 通讯员 杨丽 毕文
卿) 10日，记者从张店交警大
队获悉，自8月份以来，共查处
假牌套牌、报废车、伪造变造号
牌等交通违法行为147起。

不按时审验、套用他人
车牌，明知车辆已经报废仍
然上路，自以为“隐形违法”
不易察觉，其实已经被交警
部门列入“黑名单”。针对重
点违法车辆上路的问题，张
店交警利用缉查布控系统实
现“远程锁定”。

近日，张店交警大队指
挥中心接到市民报警，称自
己的车被一辆车号为浙A0**
* 8 的黑色小轿车倒车时剐

蹭，该车随即驾车离开现场。
指挥中心立刻联系大队事故
处理科，办案民警在与车主
联系过程中，发现浙A0***8
的黑色小轿车一直在浙江省
杭州市，近期并没有到过淄
博。大队根据车主童先生提
供的信息，迅速组织警力展
开侦查，利用科技手段对浙
A0***8号车在张店辖区的交
通违法和行驶轨迹进行提取
并研判分析，锁定套牌嫌疑
车辆即将可能行驶的路线。
几天后的下午16时，张店交警
大队铁骑队民警巡逻至商场
路时，发现了该车，经过民警
现场查询核实，发现这辆车
的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

险手续全是假的，车辆的车
架号、发动机号、识别代码都
是伪造的。远在浙江杭州的
童先生得知套自己车辆号牌
的车被查扣后，制作了锦旗
邮寄到张店交警大队。

张店交警大队相关负责
人介绍，随着机动车、驾驶人
保有量不断增长，依靠路面执
勤警力在车水马龙的道路上，
人工分辨交通违法行为的老做
法，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
交通管理的需要。特别是一些
隐蔽性较强的违法行为，比如
逾期未检验、逾期未报废的车
辆，仅凭肉眼从外观上很难判
断，缉查布控系统的应用就很
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本报10月10日讯(记者 胡
泉 通讯员 王玲 马振姿)

市民到车管所办理业务，临
走时却因为大意将装着2万元
现金的手提包落在了服务台。
所幸被车管所工作人员发现，
手提包得以完璧归赵。

10月10日上午，淄博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张店大队车
管所的工作人员孙雨晴正在为
群众办理业务时，发现有个黑
色的手提包在服务台上。

“这是谁的包啊？”孙雨晴
指着包问了一圈，却没人回应，
孙雨晴立即把黑色手提包收起

并向值班民警进行汇报。
当民警把包打开后，谁也

没有想到这只不起眼的包里居
然装了2万元现金和各种证件。
考虑到失主此时心情一定万分
焦急，民警根据包内的身份证
查询到失主联系方式并通知其
回来领取。

中午12时50分许，失主郭
先生匆忙赶到车管所，在这期
间民警与工作人员一直在等待
失主归来。待民警确认失主身
份后，便将手提包交还到失主
手中，包内各种证件及2万元现
金分毫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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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国庆活动 国庆节期
间，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幼儿园
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庆国庆”主
题活动。讲解了国旗、国徽、国
庆节的含义及由来。(唐本林)

交通安全会 为进一步确
保幼儿园交通安全，净化校园周
边道路交通环境，近日，沂源县
鲁山路幼儿园组织举行了“交通
安全警示教育”报告会。(张宗叶)

庆国庆活动 为培养学生
热爱祖国的美好情感，在国庆节
期间，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小学举
行了庆国庆系列活动。通过视频
加深对国庆节的认识。(房秀伟)

快乐采摘 近日，沂源县
张家坡镇中心幼儿园开展了以

“亲近自然，快乐采摘”为主题
的苹果摘袋活动，让孩子们从课
堂走进田园。(魏先爱 王莉秀)

爱国教育活动 国庆节期
间，张店区齐德学校组织开展
我与国旗合个影，我对祖国说
句话，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等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房文宇)

为增强民族自豪感，国庆
节期间，傅家实验小学开展了
以“传承红色基因，向祖国致
敬”为主题的班级黑板报评比
活动。锻炼和提升了队员们的
艺术视野和审美能力，更增强了
队员们的爱国主义情感。(王超)

张店区傅家实验小学：

传承红色基因黑板报评比

为加强青少年对伟大祖国
取得突破性成就的了解，近日，
高青二中举行“厉害了 我的
国”爱国诗歌朗诵比赛。赛场上，
歌颂祖国的原创诗歌、散文、记
叙文配以音乐和优美的肢体动
作，赢得喝彩。 (刘松松 李辉)

高青二中：

爱国诗歌朗诵比赛

为激励学生懂得感恩、学会
报恩，做文明中学生。近日，皇城
一中举办了“感恩践行，做文明
中学生”签字活动，全校近千名
同学纷纷在“感恩践行，做文明
中学生”的长幅上认认真真地写
下了自己的名字。 (李波)

临淄区皇城一中：

开展文明学生签字活动

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提
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诵读水
平，在全校掀起学经典、诵经
典的热潮，近日，皇城二中小学
部举办了经典诵读比赛，让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深深
融入孩子们的心中。 (练凤娟)

临淄区皇城二中小学部：

举办经典诵读比赛

为弘扬烈士精神，缅怀烈
士功绩，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近日，齐都花园小
学组织开展了观看抗日影视
片、讲述烈士故事等烈士纪念
日系列活动。让学生了解历史纪
念日的由来，报效祖国。(刘金路)

临淄区齐都花园小学：

开展烈士纪念日活动

为激发同学诵读中华经典
的热情，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
围，更好地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
秀文化，提高学生朗读和鉴赏诗
文的能力，近日，皇城二中举办
了“传承经典，放飞梦想”的经典
诵读比赛活动。 (崔永春)

临淄区皇城二中：

开展庆国庆诵读比赛

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
近日，黑旺实验小学由教导处组
织教研组长对教师的教案、听课
记录及学生的作业、作文等进行
了详细的检查，分别写出了优缺
点，并提出了相关改进意见。规
范了学校的教学工作。(常爱伟)

淄川区黑旺实验小学：

抓好常规、提升质量

近年来，朱台镇中心小学充
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认真探索
适合的“互联网+教育”模式，大
力开展网络环境下教与学的研
究与实践，提高了师生运用现代
教育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能力，实
现了教书育人的生活化。(郭庆)

临淄区朱台镇中心小学：

办生活教育特色校

为丰富老师们的业余文
体生活，展现老师们的精神风
貌，近日，敬仲中学举行了教
职工拔河比赛。比赛以年级组
为单位。赛场上，老师们精神
振奋，斗志昂扬，加油声、呐喊
声、欢笑声此起彼伏。(张延东)

临淄区敬仲中学：

举行教职工拔河比赛

近日，凤凰镇召口小学“科
技实践小组”的同学们，利用双
休日时间，深入社区、家庭，就

“低碳生活”、“酒后驾驶”、“食
品安全”等社会热点问题进行
了社会调查。增强了学生的社
会责任意识。 (孙永莲)

临淄区召口小学：

双休日学生 忙实践”

走进金秋田野 为开阔孩
子们的视野，丰富孩子们的知
识，近日，沂源县悦庄镇龙山幼
儿园老师带领大班孩子们进行

“走进田野探金秋”活动。(耿文英)

班队会活动 为培养学生的
爱队意识，引领少先队员牢记核
心价值观，培养家国情怀和责任
意识，近日，沂源三中开展红领
巾飘起来班队会活动。(江秀德)

爱国教育月 为增强学生
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沂源
县悦庄镇埠村希望小学以国庆
节为契机，积极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月活动。 (崔君玉)

健康知识进校园 近日，桓
台县妇幼保健院到起凤中心幼
儿园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就幼儿
园秋季传染病的预防，幼儿口腔
保健做了详细的讲解。(巩祖香)

加强校车管理 近日，沂源
县张家坡中心学校召开校车司
机和跟车教师会议，强调校车司
机要有服务意识、安全意识、责
任意识，保障学生安全。(王均升)

10日，高青清河镇浮桥、
翟家寺浮桥对接完毕，现已
恢复正常交通。据了解，今年
淄博汛期已经结束，今年汛
期降雨量比去年同期多六
成，黄河近期的拆浮桥助泄
洪任务完成。

本报记者 李洋 通讯
员 司延训 摄影报道

黄黄河河浮浮桥桥

通通车车了了

办办业业务务忘忘了了包包，，车车管管所所完完璧璧归归赵赵
包内各种证件及2万元现金分毫不差

本报10月10日讯(记者 胡
泉 通讯员 许红 杨卉姿)

买不到就去偷？一男子深夜
出门买酒无果后，竟然选择趁
着酒劲去超市偷酒喝。目前，这
名男子已被警方成功抓获。

近日，张店警方接到一起
报警，报警人称其店铺内财物
被盗。店内共丢失了六瓶啤酒、
两瓶白酒、五条香烟、三包火腿

肠、现金二百余元。
通过调取店内案发时段的

监控录像，民警很快锁定了犯
罪嫌疑人。民警立即将王某某
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

10月3日晚，王某某与朋友
在家一起喝酒，买不到酒，王某
某竟萌生了偷酒来喝的想法。
目前，王某某因涉嫌盗窃已被
张店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男男子子深深夜夜买买酒酒不不成成就就去去偷偷
该男子因涉嫌盗窃被张店警方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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