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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个个月月轻轻微微事事故故快快理理赔赔770000余余起起
滨州通过“掌上交警一点通”处理轻微事故占三成

本报10月26日讯 (通讯员
管林建 记者 孙秀峰 )

2 6日，记者从交管部门获悉，
自今年7月1日实施机动车轻
微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办
法以来，在理赔中心通过快速
理赔方式处理的轻微交通事
故数量达700余起，占整个轻
微交通事故比重的30%左右，
有效缓解了道路通行压力。

记者从滨州市滨城区道
路交通事故快速理赔服务中
心了解到，目前在滨城区和经
济开发区各设立了一处道路
交通事故快速理赔服务中心。
记者看到，为方便当事人办理

理赔，理赔服务中心办公大厅
内包括平安财险、中国人民财
险、太平洋财险在内的十二家
保险公司都设立了自己的办
公柜台。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事故
科科长孙国新告诉记者，支队
同时派驻民警并设立了道路
交通事故处理窗口，负责出具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协助
查处骗保违法犯罪行为。同时
在机动车拆检中心设置了10
余个拆检工位，免费为当事人
拆检定损，每个工位均安装了
摄像头，通过大厅显示屏可以
看到整个拆检定损过程，确保

了定损的客观真实性，保障了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据滨城区理赔服务中心
交通处理窗口工作人员介绍，
发生轻微道路交通事故以后，
对于车损均在2000元以下的，
交警部门和保险公司不需到
事故现场进行勘查，当事人可
借助“掌上交警一点通”或微
信拍照固定证据并上传，待收
到事故确认短信后，立即撤离
现场，自助处理轻微事故，然
后约定时间共同到理赔中心
办理理赔事宜。对于一方车辆
超过2000元不足5000元的，待
保险公司人员或交警到现场

进行复核后，再约定24小时内
共同到理赔中心办理理赔事
宜。

“我们本着全员接警、资
源共享、自助处理、免费拆检
的快速理赔机制，让数据多

‘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以便
民、利民的服务理念来处理轻
微交通事故的快速理赔，先以
滨城区和经济开发区为试点，
逐步要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应
用。随着快速理赔办法的试
行，越来越多的轻微道路交通
事故的处理会走快速理赔这
条新道路。”孙国新说。

风风驰驰
电电掣掣
26日，2014滨州·滨城

“箭牌润滑油”杯青年车手越
野挑战赛暨2014山东大队第
十届联盟大会在滨城区南外
环浮桥路滨州汽摩运动基地
滨州国际越野赛车场内举
行。赛场为专业的COC全国
场地赛标准赛场，比赛为计
时赛，分为专业组和非专业
组比赛，决出比赛前6名。

本报通讯员 王强 张
树岐 本报记者 王领娣
摄影报道

抱抱孩孩子子打打掩掩护护，，专专偷偷新新人人份份子子钱钱
女子连续作案六起，小区门口被抓时自称“很丢人”

本报10月26日讯(通讯员
王丽红 记者 王忠才 ) 20
日，滨城公安分局办案民警将
专门抱着孩子打掩护，专门在
结婚人家里偷钱和首饰的女子
抓获，破获案件6起。女子在小
区门口见到上前来抓她的警察
时第一句话竟是，“咱能别在这
抓我吗，很丢人啊。”

10月1日，家住交通花园的
孙某迎娶自己美丽的新娘，亲
朋好友前来祝贺道喜，也有朋

友为他捎来礼金，当天忙碌的
他将礼金放到了挎包里，当时
只顾着招待客人，也没太在意
礼金的事情，中午结束后，孙某
发现包里一万多元的礼金不见
了，反复寻找也没有找到，在朋
友的建议下，孙某拨打电话报
了警。民警赶到现场进行了取
证调查，拷取了附近录像。随后
一周的时间里，在滨州格林春
天、山柳刘小区、齐鲁花园小区
等6个小区接连发生了新人结

婚家中被盗礼金和金银首饰案
件。

“我们在案发小区拷取了
案发前后的监控视频，仔细查
看了3天视频，对比出了有一个
怀抱小孩的女子出现在案发小
区附近。”滨城公安分局办案民
警告诉记者，民警经过仔细对
比，沿着监控线路，找到了嫌疑
人所在的小区，这位女子约有
30来岁，每次都会抱着孩子在
附近观看，溜进新人家中盗窃

后骑电动车离去。
20日，民警在其小区附近

伺机抓捕，看到该女子买早餐
回来后准备上前抓捕时，这位
女子瞬间明白了，“咱能别在这
抓我吗，很丢人啊。”民警遵照
女子的意见与她一起走出小
区。该女子到案后对其抱着孩
子打掩护，专门偷新人的礼金
和首饰的事实供认不讳。目前
该女子已被拘留。

邹平黄山街道

提升计生工作

本报讯 今年以来，黄山街道
为夯实人口计生基层基础工作，多
措并举，有效地提高了计生工作效
能。

抓宣传教育。制定切实可行的
宣传计划，根据不同时间节点和目
标对象，开展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宣
传教育，增强宣传教育的针对性。

抓信息化建设。着力优化信息
采集、信息审核、信息录入、信息维
护、信息引导等五个流程，强化全
员人口个案信息建设，全员人口信
息覆盖率、基础信息完整准确率。

抓学习培训。定期对计生工作
人员进行业务培训，采取以会代训
的形式，对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政
策法规、信息统计、流动人口、技术
服务等方面的内容进行培训，不断
提高计生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和
服务水平。

抓考核奖惩。认真落实村干
部包村责任制，健全考核奖惩制
度，加强督导检查，强化责任制追
究，确保计划生育工作上台阶，上
水平。(郭玉刚 刘丽)

阳信县商店镇

开创阳光计生

本报讯 为了解决计生热点
问题，切实保障群众对计生工作的
知情权和监督权，扎实做好人口和
计划生育工作，商店镇以推行人口
计生政务公开为抓手，着力打造公
开透明，阳光计生。

强化计生公开透明管理。围绕
群众普遍关注的计划生育政策法
规和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规范计
生政务公开内容：计生政策法规、
生育第一个子女免费登记制度、申
请办理二孩《生育证》流程、《流动
证》的办理事宜、婚育情况、奖励扶
助政策落实、社会抚养费征收、监
督电话等方面的内容全部及时予
以公开。

坚持常抓不懈打造阳光计生。
商店镇把计生各项政务公开事项
及计生办主任和办证人员电话公
布于众，接受群众的监督，有力推
进了人口计生行政权力公开运行，
增强了计生工作的透明度，改善了
依法管理和服务质量，从根本上打
造了群众满意的阳光计生。(安玲)

阳信县翟王镇

计生药具整改

本报讯 为了全面加强计划
生育药具服务和管理工作，进一步
推动计划生育药具管理服务标准
化、规范化，10月11日，翟王镇组建
工作组对全镇计划生育药具管理
开展自查整改工作，此次自查整改
的内容包括机构职责、制度建设、
业务管理、发放管理、宣传培训等
五大方面。

自查整改工作组以药具管理
服务为重点，以提高育龄群众满意
率为核心，以及时性、有效性、安全
性为目标，对服务内容、服务流程、
服务水平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提
出限时整改。

通过此次整改活动，理顺了翟
王镇计划生育药具管理工作，使计
划生育药具管理制度更加完善、药
具服务措施更加健全、服务育龄群
众更加方便快捷，极大地提高了工
作效率。

(韩娟 王康)

行知中学体育美食节让学生在活动中欣享生活

学学生生创创意意美美食食 打打上上校校长长标标签签
本报10月26日讯(记者 代

敏 通讯员 王鹏里) 25日至
26日，滨州行知中学第二届体
育美食节举行。据了解，体育美
食节是滨州行知中学最受学生
欢迎的“四节”之一，也是滨州
行知中学的校本课程，至今已
经成功举办两届。

本届体育美食节的主题为
“阳光运动、动舞青春、强健体
魄、欣享生活”。学校旨在通过
活动让同学们强健体魄，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培养组织领
导能力、团队精神和服务精神。

体育部分有传统的竞技
项目和个人承办的活动等。
在“ 挑 战 圆 周 率 ”这 项 活 动
中，赵凯璐同学以小数点后
1 2 8位的好成绩打破第一届
体育美食节的吉尼斯纪录。
这些活动项目的组织实施都
是由每个班学生自己制定的

活动内容及组织方案，上报
学生会和政教处，通过筛选
而确定的。

美食部分也是本届活动
的重头戏。各式各样的美味
的小吃，各种吸引食客的宣
传花样，与众不同的推销模
式让记者大开眼见。美食广
场设置在学校食堂周围，2 5
日10点，美食正式开始售卖，
各 种 广 告 词 让 食 客 目 瞪 口
呆，其中有以张祥军校长和
赵丰平校长名字为主的“当
祥军麻辣烫遇上丰平炸鸡”。

当记者问起“当祥军麻辣
烫遇上丰平炸鸡”这个创意
的 来 源 时 ，学 生 吕 世 霄 说 ，

“我们觉得两个校长都很厉
害，在大家心目中都非常有
好感，为了突出我们班的与
众不同及特色，吸引大众的
眼球才想到了这样一个妙招

招牌。”记者随后询问张祥军
校长看到这个创意广告语的
第一感受是什么时，张祥军
校长说：“能为学生们打广告
我很高兴，平时我们和学生
走得近，接触得多，师生关系
都很融洽，课下我和学生也

经常开玩笑。”
2 5日晚上 6点，“舞动青

春”—大型舞蹈主题晚会在学
校操场上举办。每个班级都在
本次体育美食节中总结经验，
增长见识，达到了滨州行知中
学本门校本课程的最终目标。

张祥军校长来美食广场品尝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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