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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大幕明日正式开启

汽汽车车站站除除夕夕投投放放充充足足班班车车收收尾尾

各各级级春春运运检检查查服服务务站站全全部部启启动动
客车超员、货车超限超载将受严查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陈兰兰
通讯员 赵瑞) 14日，记者从德

州市交通运输局运管处获悉，2014
年春运从1月16日开始到2月24日结
束(节前15天，节后25天)，为期40天。
春运期间，全市将日均投放客车1700
余辆，投放公交车1100余辆，4100余
辆出租车不空班，全力投入春运。

德州市交通运输局统一部署，

全力备战，确保春运工作安全开展。
据交通部门统计，春运期间，预计全
市道路运输系统完成客运总量为
230余万人次，与去年基本持平。城
市公共交通(含城市公交和出租)客
流量将达到1123万人次，较上年同
比增长5%左右。日均投放客车1700
余辆，日均开行3000余个班次；投放
公交车1100余辆，日均开行8900个

班次；全市4100余辆出租车不空班，
全力投入春运。此外，农历除夕，除
正常营运班次外，将在汽车客运站
安排充足的收尾班车，尽量保证旅
客除夕夜能够及时到家。农历正月
初一，各汽车客运站要视需要安排车
辆、班次，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探亲访
友的需要。正月初二(2月1日)开始，各
营运线路全面恢复正常班次运行。

今年春运主要客流仍将是学生
流、民工流、探亲流和旅游流。预计
节前客流量从2014年1月16日起将
逐渐增大，高峰期将出现在1月29日
(农历腊月二十九)。节后客流高峰
将出现在2月5日(农历正月初六)，
高峰期全市日发送旅客量将达到8
万人次。

春运期间，各县(市)道路运输

管理机构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厉
打击无证经营、甩客、倒客、宰客、不
规范使用客运标识等违章行为，严
厉打击“黑车”和“黑包车”等非法营
运扰乱运输市场秩序行为，确保道
路运输工作安全运行。另外相关部
门严格执行运价政策，各汽车客运
站、客运车辆不得违反规定乱收费、
乱涨价。

700余辆客车

通过春运检测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陈兰兰) 为
提升春运质量，德州市交通部门对县级
以上800余辆客运班车进行为期半月的
车辆春检，截止到1月14日，700余辆通过
检测，合格率达99%，检测于1月16日之前
全部结束。

据了解，德州市交通运输局开展了
为期半月的客运班车春检工作，对车籍
地在德州市的省级客运班车和包车、市
级客运班车和包车、县级客运班车和包
车进行全面检测。各县(市)客运班车一
般会在当地检测，对符合技术条件、按规
定安装使用GPS行驶记录仪和签定《春
运安全责任书》的营运客车发放“2014春
节道路客运证”，作为参加2014年春节运
输的标志。没有“2014春节道路客运证”
的客车不得参加春运。

各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要严格督促
道路运输企业安全和规范使用车辆动态
监控设备，对擅自关闭、故意破坏动态监
控设备以逃避监控的驾乘人员，要及时
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安排其离岗培训
直至取消春运资格。

本报1月14日讯 (记者
董传同 通讯员 肖华荣 )

1 6日春运正式启动了。记
者了解到，目前全市各级春
运交通安全检查服务站已经
提前启动，春运期间，交警将
联合交通运输部门集中开展
联合执法，严格查处客车超
员、货车超限超载等交通违
法行为。

德州交警春运保障工作
已于1月5日启动，提前制定了

《2014年春运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工作方案》，首先细致排查
交通安全隐患，集中推进全市

658处路口和路段的交通安全
设施建设工作。进一步加强已
建成的一级及其他双向四车
道以上的公路事故易发路段、
双向六车道以上城市道路以
及城市外环路的中间隔离设
施建设工作。

目前全市各级春运交通
安全检查服务站已经全部启
动。他们将严把省际、市际出
入口，严把客运车辆出站、出
城、上高速、过境“四关”，落
实客运车辆“八必查”、危化
品运输车辆“七必查”、大型
货运车辆“六必查”措施，并

建立电子台账，及时消除交
通安全隐患。

路面管控，是春运期间交
警的重点工作之一。警力将最
大限度地部署到路面上，定期
对重点时段、重点路段、重点
车辆、重点驾驶人交通事故发
生规律进行分析研判，确定工
作重点。

春运期间，交警将会同
交通运输部门开展集中联合
执法行动，严格查处客车超
员、货车超限超载、旅游包车
违法运输，危化品车辆违法
运输和“黑出租”非法营运等

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在农村，
会同农机部门及时查处酒后
驾驶和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
以及三轮汽车违法载人交通
违法行为。

交警部门将以高速公路、
国省道事故多发路段为重点，
设立临时执勤站(点)，采取设
限速标志、固定测速、流动测
速和区间测速等多种方法，严
厉查处酒后驾驶、疲劳驾驶、
超员、超速、不按规定车道行
驶、违法占道及机动车涉牌涉
证、非法载人等严重交通违法
行为。

随着春运的临近，德州市火车站旅客发送量逐渐增加。13日，在德州火车站熙熙嚷嚷的候车厅内，
已能让人感受到了春运的气息。 本报记者 王小会 摄上路

市场动态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王
明婧 通讯员 祝青) 据物
价部门数据显示，2013年鲤鱼
价格呈下降趋势，全年平均价
格5 . 93元/斤，较2012年平均
价格相比降了7毛多。

数据显示，2013年全年鲤
鱼价格平均 5 . 9 3元 /斤，其
中 ，8 月 份 价 格 最 高 ，每 斤
6 . 50元，其余月份价格都在
5 . 50—6 . 00元之间。而2012
年全年平均价格为6 . 66元/
斤，前七个月每斤都在6 . 50
元以上，且3—6月份价格每

斤在8 . 00元以上。总体来说，
2013年鲤鱼价格一直处于低
位运行的状态。

物价部门工作人员分析，
随着鱼业养殖技术的不断提
高，鲤鱼生长速度快，生长周
期缩短，养殖成本有所下降。
其次养殖户为获取更大的利
润，加大鱼苗投放量，导致市
场鱼量供应增加，供大于求的
现象较为明显。

随着春节的临近，需求量
的增加，预计鲤鱼价格会有所
上涨。

鲤鱼每斤降了7毛钱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王乐伟 通讯员 史蕊)

近日，平原县质监局组织人
员对辖区各销售点进行了
全面检查。截至目前，共检
查15个烟花爆竹批发、销售
门店和摊点，查获不合格鞭
炮38件。

检查中，执法人员重点
查 看 烟花爆 竹 的 标 志 标
注、使用说明、警示标志等
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质量
体系认证产品有无相关认
证证书等情况。对于引火

线过短、过长的严禁销售；
对伪造产地、伪造厂名、厂
址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
址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
严厉打击“三无”产品，凡
发现违法生产“无厂名、厂
址、无质量合格标志”的烟
花爆竹的，会同有关部门
予以取缔。截至目前，该局
共出动执法人员3 4人次，
检查1 5个烟花爆竹批发、
销售门店和摊点，检查相
关产品30余种，查获不合格
鞭炮38件。

查获38件不合格鞭炮

文化大拜年

欢乐进万家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
员 崔禾) 14日，记者了解到，春节期
间，德州市将以“文化大拜年，欢乐进万
家”为主题，组织开展冬春文化惠民活
动，200余场文化活动将在全市范围内登
场。

1月中旬至2月中旬，德州将在市艺
术馆开展群众广场舞辅导等活动，在市
中心广场、社区和乡镇村等开展新年诗
会、慰问演等活动。在“百戏闹春”文艺演
出活动期间，各县市区开展文艺进社区、
文艺进校园等活动。市图书馆推出形式
多样的“情系大众”文化服务活动，开展
猜灯谜、公益讲座等活动。

以社区广场、文化活动站(室)和社
区单位活动中心为阵地，德州市广泛组
织专业文艺团体、社区业余文艺团队和
民间艺人，以歌舞、戏曲、锣鼓等形式，开
展“迎新春文化大拜年”等文艺演出活
动。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王明婧 通
讯员 刘珊) 为规范客运票价行为，保
障春运畅通，近日，禹城市物价局召开了
春运客运价格监管工作会议，安排部署
春运客运票价监管工作。

禹城市物价局要求参运单位不得以
低档次车高套、短(中)途通售等形式变
相涨价，不得以更换车型为名义或以变
相包车名义提高票价，不得因雨雪冰冻
异常天气绕道行驶擅自涨价，不得在发
售给旅客的车票价外另加收任何费用。
要求各客运站必须认真落实明码标价，
切实规范收费行为；要在站内售票处醒
目位置公示客运班线价格，营运客车必
须在车厢内张贴票价、里程表以及物价
和交通部门的监督电话，销售客票票面
上应标明车辆类型、等级和当日执行价
等相关信息。

春运价格不得乱来

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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