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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

城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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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满12分、酒驾、超员超速等都包含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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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奖励制度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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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评省级园林城市

网上购车票更加便利网上备年货成主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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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换菜名加价

县域快讯

本报1月5日讯(记者 董传同
通讯员 马少帅) 离春运开始还有
10天的时间，德州市交警部门春运保
障工作已经启动。据了解，近期交警
部门将集中清理营运驾驶人违法记
分情况，对交通违法记满12分以及有
酒后驾驶、超员20%、超速50%，或者12
个月内有3次以上超速违法记录的，
限制或禁止参加春运。

交警部门在此次春运保障工
作中，首先要其他联合部门，在春
运前对辖区运输企业、旅游企业开
展一次预防性安全大检查，集中清
理营运驾驶人违法记分情况，专项
检查重点营运车辆动态监控设备
安装使用情况，对逾期未检、存在
安全隐患的车辆，整改前不得上路
营运；对交通违法记满12分以及有

酒后驾驶、超员20%、超速50%，或者
12个月内有3次以上超速违法记录
的，限制或禁止参加春运。对未按
规定安装使用动态监控设施，立即
停运纠正；对未落实专人实时监
控，及时自查自纠营运车辆违法行
为，未落实客运车辆凌晨2时至5时
停运或者接驳运输规定的，要书面
警告、限期整改。

此外，交警部门还与其他部门
联合对从事春运的客运驾驶人开
展一次预防性的安全教育培训和
考核，采取集中学习、专题培训、案
例警示、违法告知、重点提示等多
种方式，使从事春运的驾驶人切实
掌握规范、安全的驾驶技能要求，
特别是提升遇冰雪雾恶劣天气、遇
农村窄路、弯坡、路侧险要路段会

车、遇突发紧急情况干扰等情况时
的应急处置能力。

农村地区也成为防范春运大
事故的重点。春节期间德州交警将
组织警力加强对赶集赶场、民俗活
动、走亲访友期间的路面巡查，及
时查处微型面包车和短途客车超
员载客、货车违法载人等行为，严
防群死群伤事故。

本报1月5日讯(记者 董传同
通讯员 卢栋) 近日，夏津县

公安局制定并推出了重大案件、
治安隐患公民举报奖励制度，明
确了有奖举报范围和奖励金额。

为有力地打击各类违法犯罪
活动，强化公共安全管理，充分调
动广大人民群众维护治安、参与

“平安夏津”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近日，夏津县公安局制定并推
出了重大案件、治安隐患公民举
报奖励制度。明确了非法生产、销
售、储存、运输烟花爆竹的违法犯
罪活动；涉枪涉毒、盗窃、抢劫、抢
夺等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各类在
逃犯；火灾隐患以及涉校车违法
犯罪行为等有奖举报范围，明确
了奖励金额。

目前已接到群众举报线索16

条。

本报1月5日讯 (记者 刘振
通讯员 张海燕） 近日，省政

府印发《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命
名桓台县等8县(市)为山东省园林
城市的通报》(鲁政字〔2013〕247

号)，临邑县榜上有名，被省政府
命名为省级园林城市。目前，该县
城市绿化覆盖率、绿地率、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分别达到 3 5 . 2 % 、
30 . 87%和9 . 04平方米。

据了解，该县按照“路有绿
荫、小区有景、城园相融、绿水相
间、绿与城市协调相映、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思想，高起点编制城
市绿地、水系等专项规划。有步骤
地完成了汇丰大街、永兴大街、子
愿路、迎宾南路、南区假山苗木种
植工程；完成了民乐园二期工程、
越秀游园、永兴游园等街头游园
工程；增植移栽小龙柏20万余株，
花灌木5万余株，宿根花卉6万余
盆，增植大规格苗木3580余棵，新
增绿化面积243730平方米。

本报1月5日讯(记者 王明婧
通讯员 孙景雷) 近日，乐陵

物价局召开辖区内50多家餐饮经
单位举行年夜饭价格政策告诫
会。会议要求对年夜饭价格进行
炒作的行为进行处罚，杜绝换个
喜庆菜名价格就翻番的现象。

乐陵物价局要求各餐饮经单
位须按规定对年夜饭明码标价，不
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等价
格欺诈行为。往年检查时发现部分
酒店为迎合消费者讨口彩，在菜名
上大做年夜饭文章，这些菜名标示
含糊，没有标明主料名称和重量
等，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而这
些普通菜与喜庆菜名相配后，身价
也随之倍增。

物价部门提醒消费者如遇到
不正当价格行为，可通过12358举
报电话进行投诉，物价部门将依
据价格法律、法规予以严肃查处。

本报1月5日讯(记者 贺
莹莹 ) 1月5日，记者采访各
大商场超市了解到，一进腊
月，一些易储存的商品开始
上架，备年货的市民日渐增
多网购年货也渐渐成为主要
渠道。

记者在城隍庙市场看到，
中国结、大福字等挂饰已经占
据了市场的主要位置，虽然刚
进腊月，但是市场里面已经是
红红火火，年味十足。

记者了解到，相比肉、蔬
菜水果等不易储存的食品，
市民们选择的年货大都是易
储存、过年必备的一些物品。
德百超市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早在2013年12月底，他们
就已经储备下了大批的货

物，满足市民购物需求。“大
约到农历十二月中旬，那时
候是来的人比较多，需求量
也大，是高峰期。”超市工作
人员介绍。除此之外，多家超
市还开辟出“年货专柜”集中
兜售各类年货。超市已铆足
了劲开始抢占年货市场。酒
水、牛奶、食用油、干货礼盒
等是市民购年货的热门。除
了商场年味渐浓，路边的白
酒、食品摊贩渐渐多了起来。

与以往不同，网购年货
也成为备年货的主要渠道，

“年货团购每天1款”、“年货大
礼包”等都被推荐到了网站
首页。团购的内容五花八门，
各地特产、服装、鞋类、化妆
品、小家电也是应有尽有。

本报1月5日讯 (记者 陈
兰兰) 1月5日，记者从德州火
车站了解到，今年铁路部门与
辖区的17家火车代售点签订售
票协议。

2014年铁路春运火车票
的预售期与日常火车票的预
售期相同。其中，图定旅客列
车互联网、电话订票预售期为
20天，即2014年1月3日发售1
月23日的火车票。

“根据往年的情况，购票
高峰期从小年夜预售拉开帷
幕。近两天火车站窗口售票保
持在6000—7000人次，比元旦
期间的购票人数有所增加。”
德州火车站的工作人员说，目
前德州火车站的票量比较充
足，网络和电话及手机客户端

比代售点提前两天预售，分散
了购买客流。上午10点左右，
火车站售票厅内不少乘客正
在排队购票。

据了解，德州铁路警方已
与辖区内拥有经营资格的17
家火车票代售点签订了售票
协议，17家代售点分别为德城
区11处、经济技术开发区、运
河开发区、乐陵市、宁津县、武
城县分别1处代售点。售票协
议规定，在代售点利用铁路订
票系统购票、出票时，学生票
不允许收取任何额外费用，购
买或兑换成人票，一张票乘客
需要支付5元的服务费，代售
点需要给购票人正式税务发
票，购票期间绝不允许其趁机
加价。

本报1月5日讯 (记者 陈
兰兰 ) 车辆超限超载是道路
运输市场的“顽疾”。近日，德
州市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车辆违法超限超载治理工
作的通知》，加强车辆违法超
限超载治理工作。2013年按照
山东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规
划申报的5个县(市)Ⅱ类治超
检测站建设项目，已完成前期
的规划、选址、报批，“一县一
站”的治超站建设目标有望实
现。

《通知》明确规定，相关部

门需要对年货运量20万吨以上
的货运源头单位实行重点监
管；对年发货量5万吨以上的车
站、港口、煤矿、砂石料场等进
行统计后，上报当地政府批准
并向社会公布；对德州市政府
公布的99家大宗货物源头管理
单位，由运输管理机构实施派
驻或巡查监管。严把装车关、过
磅关、发证关，车辆装载符合标
准要求的，开据《货运车辆规范
装载证明》。无牌无证车辆、非
法改装车辆、非法超限车辆不
准出场，保证车辆在货物装载

环节不超限、不违规。
另外，德州市交通运输局

将联合其他执法部门组成执
法队伍，以治超检测站、交通
监察站为依托，以车货总重超
过55吨的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车
辆为检查重点，统一开展路面
治超执法检查。同时建立长效
治超机制，经山东省政府批准
设置的4个Ⅰ类治超检测站、3
个Ⅱ类治超检测站全部建成
启用，初步形成了协调呼应的
路面治超检测网络，成为德州
市构建治超长效机制的有力

依托。2013年按照省交通运输
主管门规划申报的5个县(市)
Ⅱ类治超检测站建设项目，完
成前期规划、选址、报批、审批
程序后，进一步做好筹备工
作，“一县一站”的治超站建设
目标有望实现。德州市交通运
输监察支队信息指挥中心也
已建成，各个重点部位实施电
子监控全覆盖。以信息化手段
集中指挥、随机调度、全程监
督的执法管理模式渐趋成熟，
力争将车辆超限率牢牢控制
在4%以内。

治理超限超载再添硬件

““一一县县一一站站””治治超超有有望望达达标标

开门纳客 从1月1日开始，武城四女寺运河古镇文化风景区内的佛光寺开门纳客。
本报记者 刘振 通讯员 苏庆庆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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