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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7日讯 (见习记者
张飒特) 近日，市民吴先生给本
报“有事您说”打来热线反映，称
青年路西侧有一段路上的几处路
灯早晨亮度很低，看不清楚路面，
给上班、上学出行的人造成了一
定的不便。

2014年12月27日，吴先生给
本报反映，他送孩子上学路过青
年路西段时觉得视线越来越暗，
抬头一看，发现路灯有的亮度很
低，有几个干脆不亮。“以前这边
路灯还挺亮的，怎么突然就亮度
这么低了呢？”吴先生介绍，他每
天送孩子上学都要经过这段路，
现在冬天天亮晚，就靠着路灯看
清道路了，可连这路灯都不怎么
亮的话，会给行人造成很大困扰。

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处一名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城区道路路灯
有专门人员负责日常检修、维修，
他们会不定期对各条道路上的路
灯进行检修和维护，一旦发现有
路灯损坏或者故障，会第一时间
进行更换或维修。

对于有的路灯亮度低的情
况，这名工作人员表示，路灯经过
长时间的工作，不排除存在灯泡
寿命减退的可能，一旦发现路灯亮
度不够的情况，维修人员会立即对
其进行维修、更换，以保证同一路
段上路灯的亮度达到96%以上。

针对市民反映的情况，工作
人员安排维修人员去青年路现场
勘查，如果情况属实，会立即对亮
度不够的路灯进行维修，以保证
市民的正常出行。

5日记者了解到，市政公用事
业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已经将青年
路西段损坏以及低亮度的路灯进
行了更换，确保市民的出行安全。

路灯亮度低

看不清路
相关部门称，

已对路灯进行更换

本报1月7日讯 (见习记者
邢敏 通讯员 韩岳) 近日，山
东商河经济开发区被正式认定为

“国家火炬济南环保节能材料与
装备特色产业基地”，山东商河经
济开发区也成为全省唯一一个以
环保节能产业为特色的国家级产
业基地。

记者了解到，经济开发区以
绿色建筑产业园为载体，聚集环
保节能类中小企业，发展环保节
能产业。目前，商河环保节能材料
与装备特色产业基地内共有相关
企业25家，配套企业40余家，这一
产业正逐步成为商河最具创新活
力、增长最快的支柱产业。

国字号产业基地

落户商河

本报1月7日讯(见习记者
刘慧) 近日，有很多市民给本
报打来热线，反映1月6日感到
有轻微震感，猜测是否有地震
发生。对此商河县地震局给出
了解释，根据测震数据表明，商
河县附近近日未发生天然地震
事件。

“6号早上8点多，我明显感
到了震感。”家住西关小区的李
女士说，还能听见房间玻璃的
响声，吓得都不敢在屋里呆了，
就害怕房屋塌了，被压到里面。

据李女士介绍，此次震感
持续了几秒钟。

不少市民也都遇到过李女
士这样的情况，并且为此感到
恐慌，害怕有地震发生，对此商
河县地震局给出了解释，据山
东省及济南市地震台网监测到
的数据表明，2015年1月6日8时
13分商河县附近未发生天然地
震事件，济南市辖区各监测段
均未发生明显异常。

据商河县地震局的工作
人员介绍，商河县辖区内设有

1个测震台、2个强震台、1个前
兆观测站和6个地震宏观观测
点，组成了全县地震观测网，
并且每个站点都实现了实时
监测，各宏观观测点都有专门
人员值守，发现宏观异常信息
后能及时向市、县地震部门报
告，也希望广大市民将观测到
的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市、县地
震部门。

地震局发布在商河吧的
公告。

市市民民称称有有震震感感，，地地震震了了？？
地震局：近日未发生天然地震事件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刘慧
通讯员 刘志海

车辆没牌

不能上路

在大街上行驶的车辆，有
很多牌照安装都不是很正规，
不是偏左就是偏右。此次渣土
车整治，对未悬挂机动车号牌、
故意遮挡或污损号牌、使用伪
造、变造号牌等现象的渣土车
进行了扣车罚款处理。

“我家的渣土车有牌照，但
是我嫌麻烦，没有安装上。”陈先
生说，目前牌照就放在车子的挡
风玻璃上，可以开车上路吗？

上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
机动车号牌(临时牌照)的，由
公安机关交警管理部门进行扣
留机动车，对驾驶人处200元罚
款、驾驶证记12分处罚，交警大
队一中队中队长刘兴圣说：“当
事人提供了相应的牌证或补办
了相应的手续后，则会退还机
动车，反之将不予退还。”

对于存在使用伪造、变造
机动车号牌的驾驶人，公安机
关将收缴号牌、扣留车辆，并且
还会处以15日拘留、2000元罚
款、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据了解，机动车号牌安装

时每面至少要用两个统一的压
有发牌机关代号的号牌专用固
封装置固定，前号牌要安装在
机动车前端的中间或者偏右，
后号牌安装在机动车后端的中
间或者偏左，不能影响机动车
安全行驶和号牌的识别。

报废、拼装车辆

不得上路

人们在建筑工地上最常看
见的一种类型的渣土车就是

“四不像”，在车辆的发动机上加
一个翻斗，就拼装成了渣土车，
此次渣土车的整治，就专门对报
废、拼装车辆进行了查处，此类
型车辆上路将被强制报废，并且
吊销驾驶人驾驶证。

“好几个人都说，我的车已
经达到了报废标准，不能继续
上路了。”在工地干活的李先生
说，目前对于机动车具体的报
废标准不是很清楚，“希望能有
个人给我解释一下里面的具体

内容是什么。”
据交警介绍，机动车强制

报废标准是指车辆达到了规定
使用年限，经修理和调整仍不
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国家标准
的有关要求，或者向大气排放
污染物或者噪音仍不符合国家
标准，并且在检验有效期满后
连续3个机动车检验周期内未
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

据了解，机动车使用年限起
始日期是按照注册登记日期计
算，但自出厂之日起如果超过2
年未办理注册登记手续的，则按
照出厂日期计算。

车与人证件不符

不得上路

此次的渣土车整治中，没有
证件上路、跟车证件不符者都会
进行罚款2000元与扣分的处罚。

“我是前几年刚买的渣土
车，由于我之前有其他车辆的
驾驶证，就不想花那个冤枉钱

再学习驾照了。”张先生说，平
时外出干活，就拿着之前的驾
驶证，“我这样的情况，逮着了
要罚款吗？”

像张先生这样车证不符者
不在少数，交警介绍说，“这次渣
土车整治不仅会对这种情况进
行罚款，还会对驾驶证扣分。”

据介绍，驾驶证与车型不
符的，将对驾驶人处2000元罚
款、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并且
对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上路行
驶的，处以2000元罚款，并处以
15日拘留，对于不按时进行年
审就上路的车辆也会处以200
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据了解，经过为期两周的
排查，查实全县渣土车70多辆，
其中只有10辆手续齐全，其余
的60多辆手续不全的车辆已被
禁止上路。目前，交警大队已经
加大了巡逻力度并对各个路口
进行排查，对于违规使用牌证
不齐全的渣土车的企业将会进
行限期整顿。

全全县县渣渣土土车车，，只只有有1100辆辆有有手手续续
交警负责人解读渣土车整治通告

许商中心小学

开办读书交流会

本报1月7日讯 (通讯员 周
世军 见习记者 张飒特 ) 近
日，许商中心小学举行了校园文
化展示活动，活动内容包括：二年
级的“诗歌诵读、一展风采”，四年
级的“故事大王比赛”，六年级的

“一月读一本好书”读书交流会。
据了解，此次校园文化展示

活动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读书
兴趣，提高学生阅读表达和诵读经
典文化的综合素质，同时也创建了
良好的校园文化，营造了浓郁的读
书氛围。

本报1月7日讯(见习记者
张飒特) 自商河县发布关于加
强校车安全管理工作的公告已
有十余日时间，近日，记者在商
河县教育体育局安全科了解到，
截止到目前，已领取申请表的司
机还未前来递交相关材料。

据了解，自公告公布之日
起，已经陆续有20余名校车服
务提供者到商河县校车安全管
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取了
校车登记表格，并与申请人集
中开了会，详细讲述了办理校
车登记所需的步骤。“办理者需
在15日之前过来办理校车手
续，只有先通过我们这边的登

记，才能进行下一步交警部门
的审核。”商河县教育体育局安
全科科长李宗奎介绍说。

“我们将对申请者所递交
的材料进行核实，再进行统一
的信息汇总和登记，必须确保
材料齐全并且信息真实有效才
能进行下一个环节的申请。”李
宗奎告诉记者。截止日期即将
到来，对于还没有前来递交材
料的申请者，李宗奎表示，由于
前期不会对申请者的联系信息
进行登记，因此无法强制已领
取表格的申请者在规定之日前
来递交材料，只能等待申请者
带好相关材料前来办理。

校车申请人快去办手续
15日之前需要审批，错过时间将无法办理

本报1月7日讯 (见习记者
邢敏) 近日，贾庄镇的刘先

生给本报“有事您说”打来电
话称，他在淘宝网购买了一双
鞋，后接到一自称客服的电话
被要求重新拍货，刘先生根据
客服提供的网页进行退款操
作，结果被网络诈骗5400元。

刘先生说，购物成功后，
一个自称是淘宝客服的人打
来电话，说淘宝支付系统出现
异常，要将购物款退还。刘先
生收到对方发来的网址后，直
接点开，然后按照网页上的提
示，依次输入了身份证号、银
行卡账号、手机号码等相关信

息。此时，对方又打来电话，提
醒说稍后会有验证码发到手
机上，要将验证码输入到网页
之中。而当他输完后，便发现
银行卡内5400元钱被转走了。

目前，商河警方已受理此案
并进行全力侦查。警方分析说，
不法分子在某些网店管理软件
中植入木马，从而盗取网店的交
易记录和买家交易信息，之后再
以电话、短信等方式诱骗买家访
问钓鱼网站。警方提醒广大市
民，购物过程中出现异常应尽量
直接与店家联系，或者与该店的
客服人员联系。不要泄露自己手
机上的任何验证码。

网购时卡内现金被转走
警方提示：不要泄露任何验证码

聚焦五项整治

被扣的“四不像”。

近日，商河县开展渣土
车集中整治行动经本报报道
后，引起市民广泛关注。近
日，本报就市民比较关注的
问题咨询交警部门相关负责
人，请其进行了详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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