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售车票，增加班次

春运首日汽车站发送5300人

本报1月8日讯 (记者 吕增
霞 通讯员 张云芝 ) 8 日，东
营春运启动仪式在长途汽车总
站举行，标志着2 0 1 2年春运正式
开始。截止到下午 1 6 时，东营长
途汽车总站共安排班次 3 8 9 个，
发送旅客5 3 0 0人次，发送量与去
年同比增长9 . 7 %。

针对今年春运客流量大、客
流高峰集中等变化，长途汽车总
站采取延长车票预售期、增加班
次等措施，全力保障2 0 1 2春运畅
通有序，保证旅客走得了、走得
好。旅客提前1 0天就可以预购车
票，截至1月8日下午4时，已预售
票近2千张。从预售票情况来看，
短途客流较平稳，但哈尔滨、沈
阳、温州、北京等方向客流较大，
尤其是哈尔滨班次客票尤为紧
张。汽车总站将从1月1 0日至1月
1 8日，对发往哈尔滨的班车每天
增加一个班次，并随时关注其它
线路客流情况，在客流量增大的
情况下及时增调加班车辆，防止
旅客滞留现象。

驾驶员的脸就是通行证

东营汽车总站启用安全一卡通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吕
增霞 通讯员 王杰 邢
鹏) 8日春运大战拉开了帷
幕，安全第一，必须将安全做
到前面，经过半个多月的调
试，东营汽车总站“安全及站
务管理一卡通”系统正式投
入使用了，东营汽车总站也
成为东营市首家启用该系统
的车站。

“你看这个卡里面都输
入着车辆和驾驶员的信息，
实现对车辆的各个管理环节
的联动。”1月8日，在东营汽
车总站牟站长的带领下，记
者近距离、全方位地了解这
个“新玩意”。牟站长介绍，

“安全及站务管理一卡通”系
统投资100多万，站内客运车
辆管理系统，所有客运车辆
及驾驶员信息都录入其中，
通过信息化手段，合理规划
监控车辆进站、安检、洗车、
刷卡报班、发车出站等管理
流程，实现对车辆各个管理
环节的联动，及时发现、禁止
不符合规定或携带安全隐患
的车辆出站。

“所有进站运营车辆均
安装了蓝牙高频卡，车辆进
站不必停车，门禁系统远距
离识别车辆身份后自动抬杆
放行，杜绝了无关车辆进入
站场。”牟站长说，车辆进入

站场必须经过12项安检、仓
检，检测结果只要将卡放在
无线手持设备上，就能提交
系统，若检验不合格则打印
车辆安检维修通知单进行
整改，合格车辆方可进入报
班。

在报班室里，记者看到
驾驶员们将有效证件交给工
作人员检查之后，驾驶员还
要进行人脸验证和酒精检
测，当一个驾驶员站在人脸
识别设备前，设备自动报出
和显示了驾驶员的名字，“你
看，我站在这里，设备就没有
反应，因为我不是驾驶员，这
样能够防止非驾驶员进入车
站运营。”。牟站长继续解释
道，驾驶员必须依次通过人
脸验证、酒精检测，合格者才
能签到，有效避免了个别驾
驶员酒后找他人代替酒测情
况的可能。

近年来客运车辆安全问
题越来越引人关注，东营汽
车总站一卡通系统的启用，
使安检程序变得更加严格，
有效杜绝了人工安检导致部
分违纪驾驶员和存在安全隐
患车辆蒙混过关情况的发
生，“刚开始的时候，驾驶员
们有点抵触的心理，觉得太
麻烦，不过现在都理顺了。”
牟站长说。

10日起安全生产大检查

为春运保驾护航

本报1月8日讯(通讯员
赵秀来 记者 吕增霞 )

东营交通运输系统将从1月
10日至2月29日开展安全生产
大检查，确保行业形势稳定
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全力为 2 0 1 2 年春运保驾护
航。

据了解，本次检查力度
大、涉及面广，检查范围涵盖
全市交通系统各单位、水路
公路运输企业和交通建筑工
地。东营市交通运输局将组
成6个检查组，对交通系统各
单位、运输企业安全生产责
任制落实、安全生产管理机

构和队伍建设、2012年春运
期间运力保障和应急值守、
安全教育培训和经费投入、
安全生产责任追究落实、隐
患排查治理、重大危险源监
控制度落实等情况，以及全
市各客运站、港口码头、营运
车船、公路桥梁、黄河浮桥、
在建的交通重点工程安全管
理情况进行深入、细致、全面
的检查。力争通过本次检查，
及时发现和消除交通运输领
域安全隐患，防止各类安全
生产责任事故发生，保障市
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
春佳节。

11辆运输车辆不达标

被取消营运资格

本报1月8日讯(通讯员
王杰 记者 吕增霞) 8日，
记者从东营市交通运输局获
悉，东营市交通运输部门对
以汽油或者柴油为单一燃料
且总质量超过3500千克的道
路旅客和货物运输车辆进行
燃油消耗量核查，11辆不在
达标车型内或经核查不合格
的车辆被取消营运资格，强
制退出运输市场。

去年以来，东营市交通
运输部门严格按照交通运输
部《道路运输车辆燃料消耗
量检测和监督管理办法》和

《道路运输车辆燃料消耗量达
标车型车辆参数及配置核查
工作规范》的要求，对以汽油
或者柴油为单一燃料且总质
量超过3500千克的道路旅客

和货物运输车辆进行燃油消
耗量核查，共核查车辆2509

辆，对11辆不在达标车型内或
经核查不合格的车辆取消营
运资格，强制退出运输市场。

根据交通运输部要求，
2011年3月1日前购置的，未列
入交通运输部公布的《过渡
期车型表》和《达标车型表》
或经核查不合格的车辆，不
得发放《道路运输证》；后购
置车辆未列入交通运输部公
布的《达标车型表》或经核查
不合格的，不得发放《道路运
输证》。具体相关规定可到道
路运输车辆燃料消耗量检测
和 监 督 管 理 信 息 服 务 网
(http：//atestsc.mot.gov.cn)和
东营市交通信息网(http：//
www.dyjt.gov.cn)查阅。

部分非法营运车现各个高校
有的还打着汽车站的旗号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吕增霞)
8日春运拉开了帷幕，各大高校

相继迎来寒假，学生们开始踏上回
家的旅程，部分非法营运车瞄上了
急切回家的学子，在各个学校里张
贴包车海报，有的还谎称是东营汽
车总站的汽车，在此提醒广大学
生，最好进站乘车，保障自己的合
法权益。

“你看看这些张贴的海报，有
的还说是我们汽车站的车，我们汽
车站在学校里有售票点，但是没有
张贴过海报。”东营汽车总站耿站
长指着他们从学校里撕下来的海
报告诉记者，最近有不少学生前来
咨询信息引起了他们的警惕，去学
校里调查发现，在信息栏里张贴着
些包车的信息。

耿站长介绍，参加春运的车辆
都是经过严格安检，合格后才能出
站上路，驾驶员也是必须符合规定
才能上路，但是外边的包车没有经
过安检，缺乏相关部门的监督，安
全问题令人担忧，还有就是学生容
易上当受骗，“之前我以一名乘客
的身份按照海报上的联系方式打
过去，那人要求先付车费的一半作
为保证金，要是这些人跑了，我的
保证金岂不泡汤了。”耿站长说，海
报上的票价比汽车站的价格便宜
了三分之一，很多人是想利用学生

们想省钱的心理进行诈骗。
8日，记者在东营职业学院的

信息栏里也看到了张贴的海报，
上面有“汽车总站”的字样，记者
按照张贴的联系方式打过去，对
方说得赶紧订票，否则就没有座
位了，而且一再强调是汽车站的

车，当记者咨询是否有保险时，对
方吞吞吐吐地说有，并提醒要赶
紧订票。

东营汽车总站的工作人员提
醒广大学生，一定要进站乘车，最
好购买保险，有效地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安全顺利地回家过年。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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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8日讯(记者 吕增霞
通讯员 邓峰) 春运第一天，东

营火车站发送旅客1171人，客流量
比往日略有增多，主要客流仍为学
生流和民工流。

随着实名制验票和新的购票
方式的全面推行，大大减少了旅客
排队购票的辛苦，提高了购票效率。
春运第一天，东营站售票窗口排队

购票的旅客较上年同期略有减少。
为了搞好春运期间旅客服务，

车站提前组织召开春运动员大会，
合理安排人员，组织了党员干部帮
班小分队，在人员集中的时间段上
岗帮班。春运首日，东营站向旅客发
放宣传材料500份，宣传实名制验
票、网络售票、电话订票及铁路部门
春运安排等信息，取得了较好效果。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吕增霞
通讯员 张云芝) 鉴于年底出

行人数减少和为了让司机过年，东
营汽车总站出台了春运期间停开
的计划，提前为乘客做好出行安
排。本次停开的计划涉及到近100个
站点、150余条班次，大多都是在腊
月二十九停开，正月初三复开。

涉及到的站点主要有临清、威
海、泰安、济宁、乐陵、寿光、聊城、莱

州、连云港、北京、安柴等近100个站
点，虽然涉及到150余条班次，但大
多是清早的班次和距离较远的下
午班次，例如，5：30的临清、5：40的济
宁、5：40的濮阳、14：20的蓬莱、14：40

的乳山。
汽车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计

划表已经贴在了候车大厅，乘车人
员可以前来或者拨打电话进行咨
询。

春运第一天，火车站发送旅客1171人

2012年部分单线班车春运停开

汽车总站工作人员收集的非法营运车的海
报。 本报记者 吕增霞 摄

▲排着长队购买预售票的队
伍。 本报记者 吕增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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