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日至20日张店交警开展交通秩序专项整治

行动首晚，15起酒驾撞枪口
丈夫替妻讨公道

打伤他人被罚款
本报3月3日讯(记者 樊伟宏 通

讯员 赵洪璇 卓健) 因妻子与同事
为工作产生矛盾，丈夫李某竟将对方打
伤，结果李某因殴打他人被公安机关给
予罚款500元的处罚。

3月1日上午11时许。淄川公安分局
龙泉派出所接到指挥中心指令称：龙泉
镇某建陶厂门口有人斗殴。接警后，民
警到达现场发现，两名男青年正在互相
撕扯，民警遂上前制止住，并展开调查。

经询问，两人系龙泉镇某村村民李
某和王某。王某和李某的妻子同在一个
单位工作。当日上午10时许，两人因为
工作问题发生矛盾，相互发生争吵，随
后李某的妻子便打电话将此事告诉了
李某。李某得知自己的妻子在单位被人
欺负后，便来到妻子单位“兴师问罪”，
见面后，李某提出让王某赔礼道歉，遭
到王某拒绝，后两人撕打在一起，周围
群众遂拨打110报警。

担心年老求职难，造个假证图过关
没想到刚到淄川就被民警识破，自己因此受到治安处罚

本报3月3日讯(记者 樊伟
宏 通讯员 邵家玉) 近日，
新泰市一男子为了找工作方
便，找人伪造身份证，将年龄改
小了8岁，后在来淄博找工作的
客车上被民警识破，受到治安
处罚。

据介绍，近日，淄川公安分

局钟楼派出所民警在辖区滨博
高速公路淄川收费站路口设卡
对一辆客车上的乘客进行身份
信息核查时，发现客车上一名
叫张某的男子身份证系伪造。
钟楼派出所民警遂将张某带回
派出所进行审查。经民警审查
得知：张某今年49岁，是泰安新

泰人，春节过后准备来淄博打
工，临行前听老乡说，现在找工
作比较难，特别是年龄大的找
工作更难。张某为了找工作容
易一些，就想到了一个把自己
年龄改小的“好主意”。于是张
某就花了120元，通过街头的小
广告信息找人做了一个假身份

证，把自己的年龄改小了8岁。
后张某坐车从新泰到淄博准备
找个工作，不想还没来得及下
车，假身份证就被民警识破了。

民警提醒：现在居民第二
代身份证科技含量比较高，除
激光防伪外还设有芯片，伪造
的二代身份证很容易被识破。

本报3月3日讯 (记者 孙
慧瑶 通讯员 王玲 徐建
彬 ) 自 3月 1日至 2 0日，张店
交警大队开展为期2 0天的全
国“ 两 会 ”交 通 秩 序 专 项 整
治。仅 3月 1日当晚就查获酒
驾 1 5起，其他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118起。

自3月1日起，张店交警加
大了对酒后驾驶、涉牌涉证、客

运、危化品运输等重点车辆交
通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全面
打响全国“两会”道路交通安保
攻坚战。为切实做好全国“两
会”道路交通安保工作，张店交
警大队加强事故隐患的排查力
度。对辖区内客运车辆、危化品
运输车辆、校车、大型货车等重
点车辆进行一次摸底。对交通
流量大、事故多发的国、省道等

重点路段以及下半夜的路面管
控，全面排查，针对性地采取预
防措施。

据了解，自3月1日至20日，
张店交警大队开展为期20天的
全国“两会”交通秩序专项整
治。张店交警大队将采取固定
岗和流动岗相结合的方式，加
大对酒后驾驶、涉牌涉证等交
通违法行为的查纠力度；开展

以“两会”安保为主题系列宣传
教育主题活动。深入企业、学
校、社区宣传交通安全法律法
规，巡回展出典型事故案例展
板；充分发挥广播、电视、微信、
微博、户外LED大屏等平台作
用，向全区交通参与者发出安
全警示、提示，从源头上提高他
们的安全意识，杜绝各类交通
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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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车管所”学雷锋日上门服务
群众对车驾管业务有疑问可现场咨询

公交职工巡视车辆发现背包

拨近20遍电话寻到失主
本报3月3日讯(记者 罗静

通讯员 孙翠芝) 来淄博探望女
友的高先生将装有3000元现金的
背包落在了公交车上，本来都不
抱能找回的希望了，没想到公交
公司工作人员将包完璧归赵。

2月28日下午5时30分左右，
济南的高先生从公交东站坐51

路西线到桓台果里站下车，当高
先生到旅馆后发现少了一个包，
包内有3000多元现金。

当晚高先生赶紧到公交公司
询问，但没有找到。高先生留下了
其朋友的联系电话。当晚10点左

右，门卫房师傅巡视时在车中发
现了一个双肩背包，后与队长王
同利等查看了包里的物品，在包
的一小夹层中发现了3000元现金。

王同利按失主预留的电话
拨了过去，从当天晚上至次日上
午共打了近20遍电话，但失主朋
友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终
于在3月1日上午10时48分打通了
电话。失主高先生于1日下午赶
到分公司认领了丢失的背包。高
先生激动地说：“本来我已经不
抱希望了，打算下午就回济南
了，太感谢了！”

本报 3月 3日讯 (记者
孙 慧 瑶 通 讯 员 杜

立谦 ) 3月5日上午9点至
下午 3 点，市公安局交警
支 队 车 辆 管 理 所 将组织
全市“流动车管所”服务
车 集 中 开 展 一 次 上门服
务活动。

在今年的3月5日“学习
雷锋日”活动中，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将通
过“流动车管所”上门服务
这一形式，立足本职，弘扬

雷锋精神。
据了解，5日当天，车

主、驾驶人可在“流动车
管所”服务车现场办理车
辆补牌、补证，摩托车落
户、年审，驾驶证补证、换
证 等 与 群 众 生 活 息息相
关的车驾管业务。公安交
警 车 管 部 门 借 此 机会将
对新颁布的1 2 3、1 2 4号新
部令进行宣传。群众对车
驾管业务有什么疑问，也
可现场进行咨询。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条规定：购买、出售、使用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证的，由公安安
机关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处十日以下拘留，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证，，由公
安机关予以收缴。

婴儿误食吸管，交警接力救助
本报3月3日讯(记者 张汝

树 通讯员 杨国华 陈志伟)
1岁宝宝家中误食吸管需要转

院治疗，淄博交警和济南交警合
力营救，患儿顺利接受治疗。

2月28日下午5时40分许，周
村交警大队指挥中心接到淄博
交警支队指令，一名因误吞食吸
管的1岁宝宝在市中心医院就医
后急需转到济南儿童医院进一
步治疗，准备从309国道去济南
方向，请安排警力引导护送。

接到命令后，周村交警大队
指挥中心安排三名民警，负责驾
驶警车提供引导，在沿线组织部

分警力疏导调流车辆。
当日下午6时15分，引导警

车在309国道与正阳路路口与接
送患儿车辆会合。一路上，民警
利用警笛和喊话器不断提醒过
往车辆避让，为患儿争取抢救时
间。与此同时，淄博交警支队也
与济南支队取得联系，安排济南
警方在309国道济南收费站等候

“接力”。
当晚7时许，周村交警大队

民警顺利将患儿交给济南交警。
近70公里的路程，用时45分钟。在
两地交警的共同协助下，患儿已
经顺利接受治疗。

单位 地点

市车辆管理所 市客运中心

张店交警大队车管所 市客运中心

淄川交警大队车管所 市公共汽车公司淄川分公司

周村交警大队车管所 周村银座

博山交警大队车管所 博山区客运中心

桓台交警大队车管所 桓台县长途汽车站

高青交警大队车管所 高青县长途汽车站

沂源交警大队车管所 淄博交运集团沂源分公司

高新区交警大队车管所 晨报大厦前广场

3月5日流动车管所服务地点

“雷锋课”
在学雷锋活动日来临之际，3日下午2点左右，淄

博三中的学生走上街头清理公交站牌上的非法张贴
物。据三中的龚老师介绍，学校共组织30多名学生参
与清理，从淄博商厦到火车站附近8个站牌的卫生和
非法张贴物。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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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耳日，做耳检
3月3日是全国“爱耳日”，沂源县悦

庄镇中心幼儿园特聘请镇卫生院五官
科大夫为幼儿讲解耳朵结构、护耳常
识等卫生保健知识，并为幼儿进行了
耳检，帮助幼儿健康成长。

本报见习记者 李超 通讯员
巩进勇 摄影报道

张店交警潘庄

服务站迁新址
本报3月3日讯(记者 孙慧瑶 通

讯员 王玲 徐建彬) 3日记者从张
店交警大队获悉，张店交警大队潘庄社
区交通管理服务站迁至潘庄社区东门
往北100米路口东侧(潘庄派出所新址
东邻)。

张店交警大队潘庄社区交通管理服
务站工作时间为周二至周六的上午8：30

至11：30，下午13：30至17：00。可办理驾驶证
补证、换证、年审、驾驶人身体条件检测、
摩托车审验、交通违法处理、驾驶证信息
变更等10余项交通管理业务。

如果您有相关业务需要办理或咨
询，可拨打潘庄社区交通管理服务站电
话0533-2693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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