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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川区

在新星岗、东岗、仟佰汇路口、般
阳路粮食局路口、华齐街路口、消防
队路口、劳动局路口、鲁泰岗路口、
S294胶王路立交桥北侧路东、S294七
里路口、庆淄路、胶王路立交桥至湖
南路口路段七里路口、湖南路洪山段
等路口各设置1个疏堵保畅岗位，及
时指挥疏导车流。

博山区

焦裕禄广场、世纪广场、天隆广
场和文姜广场等周边易发生交通拥
堵，视情分流疏导交通。

周村区

1、在正阳路黑土路口和正阳路
高架桥北侧分别设置执勤岗位，对南
北行进方向的车辆进行调流，分别向
东向西绕行联通路、姜萌路、周长路；

2、在309国道与205国道路、姜萌路
路口分别设置执勤岗位，对向西行经
309国道的车辆进行调流，向北绕行
205国道、张周路、姜萌路；

3、在新建路永安路口、棉花市街
长行路口长行街路口设置执勤岗位，
对东西方向行经新建路、向南行经永
安南路和棉花市街的车辆进行调流，
向北绕行永安路、青年路、长行街；

4、在东门路站北路口至太乙门
路口设置流动执勤岗位，疏导交通；

5、在新建路与东门路、丝绸路路
口口设置执勤岗位，对东西方向行经
新建路的车辆进行调流，向南、向北绕
行东门路、丝绸路、站北路、青年路。

临淄区

1、桓公路(大顺路口-法院路口)

在法院路口设置固定岗位，向东、向
南分流车辆，禁止所有车辆向西行驶
及在路口向西调头。

2、大顺路(桓公路口-晏婴路口)：
在东泰广场路口、茂业时代广场路口
设置固定岗。

3、天齐路(桓公路口-晏婴路口)：
在方正2009商业综合体进出口设固定
岗；在晏婴路、桓公路与天齐路口设
固定岗位，分流向各向行驶的车辆。

4、晏婴路(雪宫路口-杨坡路口)：
在东泰广场进出口设置固定岗，指挥
车辆右转弯进出，禁止车辆停放及逗
留；在晏婴路与杨坡路、大顺路、雪宫
路路口设置固定岗位。

沂源县

在振兴路与健康路口、健康路与
鲁山路、振兴路与历山路、历山路与
鲁山路等重要路口，加派执勤警力，
加强流动巡逻；提前与百货大楼、成
和商厦、京源商厦联系对接，协调商
场人员配合中队加强路段交通疏导，
无停车位时，指挥车辆顺行驶离路
段，禁止车辆停放及逗留。

高青县

1、在黄河路转盘岗、华盛商场门
口岗、大队岗、青城路转盘岗、网通公
司路口、广青路与高淄路交叉路口、
广青路滨博高速公路入口路段设置
固定岗位，安排警力，视情分流、疏导
交通，加强该路段的122接处警；

2、滨城大队在广青路与205国道
交叉路口、潍高路与高淄路交叉路口
设置1个排堵保畅岗位，分流向各向
行驶的车辆，让其绕行205国道、高淄
路、246省道或者绕行田翟路等.

高新区

309国道、238省道、235省道、柳泉
路、鲁泰大道发生交通堵塞时，大队
值班领导及时联系相邻大队要求在
其辖区内路段分，同时组织力量在本
辖区内进行交通分流。

文昌湖旅游度假区

在迎宾大道桃花山路口、正
阳路杨萌路路口、胶王路西环湖
路路口设定岗位，引导车辆东行
从滨湖东路绕行。

各区县交通

分流绕行预案

难整改隐患路段，三级安委会挂牌督办

突出“两路”(高速公路、
农村公路)的交通安全隐患整
治检查，重点检查春运客流
集中的高速公路各类标志标
线是否清晰齐全，团雾多发
路段、事故多发路段是否增
设警示提示标志，检查通行
客运班车、校车的农村公路
隐患是否整改，临水临崖、急
弯陡坡路段是否加装安全防
护设施，或者临时增设警示

提示标志。
要按照《关于推动在农村

公路平面交叉口安装交通安
全设施的通知》要求，提请区
县政府召开一次农村道路交
通安全工作联席会，积极推动
相关部门设置完善农村公路
黄闪灯、减速带、标志标线等
交通安全设施。对整改有难度
的隐患路段要列入2015年省市
县三级安委会挂牌。

违法记满12分，驾驶人严禁参加春运

交警部门将联合有关部门
对重点驾驶人进行一次集中清
查行动。对3年内发生较大以上
道路交通事故负有同等以上责
任，或一般以上道路交通事故
负有主要责任；近3年内有满分
记录；一个记分周期内有5次
(含)以上交通违法未处理；有
酒后驾驶、吸毒后驾驶、使用假
牌假证、驾驶校车有违法记录
等严重交通违法被查处的客货
运驾驶人，要纳入重点监管范
围。要召开一次见面会，对不放

心的企业要上门督导，不放心
的人员要集中见面教育，认真
核查驾驶人驾驶资质是否齐
全，是否存在超期未换证、逾期
未审验、违法记满12分和交通
违法1个月未接受处理等情形，
并严禁上述人员参加春运。对
列入重点监管驾驶人要强化管
理，定期对重点驾驶人违法情
况进行集中清理，提醒告知及
时接受处理，并及时抄告交通
运输部门督促相关企业和单位
落实安全监管责任。

全市3处省级春运交通安
全服务站(桓台耿桥检查站、周
村王村检查站、临淄齐陵检查
站 )启动。全面启动公安检查
站、交通警察执法站、农村交
通安全劝导站以及相应等级
巡防机制。最大限度地将警力
和装备投入路面一线。及时分
析主要路段车流量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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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点车辆，卡
口报警后要迅速组织警力进
行拦截，及时查纠严重交通违

法行为。要严格落实勤务制
度，强化“道路交通合成化巡
逻防控体系”，完善交警、治
安、特警和派出所等多警种联
勤联动机制，严把市际出入
口，严把客运车辆出站、出城、
上高速、过境“四关”，对重点
车辆逢疑必查，并建立电子台
账。要最大限度地将警力和装
备投入到路面，抽调机关民警
充实一线，上路执勤，切实提
高见警率和管事率。春运高峰
期间，要加强道路交通主干线
和车站等附近道路交通的指
挥疏导，确保道路畅通。

启动3处省级春运交通安全服务站

淄淄博博加加开开一一对对通通往往齐齐齐齐哈哈尔尔临临客客
春运期间火车站预计发送67万人次，同比增长10%

本报2月3日讯 (记者 臧
振 通讯员 刘晶莹 ) 春运
来了。4日是2015年春运第一
天，记者从淄博火车站获悉，
春运期间淄博站预计发送旅
客67万人次，同比增加10%。此
外，淄博站还将加开1对通往
齐齐哈尔的临客。

3日上午，记者在淄博站看
到售票厅、入站口和检票口及候
车厅人数并不多，售票窗口前只
有三三两两的人在排队买票。

车站工作人员介绍，与往年
类似，春运前几天火车站客流并
不大，由于网络购票的普及以及
今年预售期提前等原因，到售票
窗口购票的旅客也少了。

今年春运淄博站图定列
车156对，加开一对通往齐齐哈
尔的临客。“预计春运首日客
流将超过1 . 6万人次，与往年相
仿，40天里，淄博站预计发送旅
客67万人，比去年春运多10%

左右。”淄博站相关负责人介

绍，14日(腊月26)及之后几天将
迎来一波客流高峰，14日当天
发送人数可能超过2万人。

据悉，为了应对客流高
峰，为旅客提供更好的服务，
今年淄博火车站还招募了一
些志愿者，在售票厅、入站口、
候车大厅等场所，为旅客提供
指引等服务。同时，针对可能
出现的雨雪等恶劣天气，淄博
站还提前制定了应急预案，避
免因突发事件耽误旅客乘车。

淄博火车站提醒广大旅
客，已订票但尚未取票的旅
客，请尽量提前取票，以免遇
到客流和取票高峰，因取票不
及时耽误行程。须持车票和与
票面所载身份信息相符的本
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候车、乘
车，持减价优惠(待)票的旅客，
需核对符合优惠(待)票规定的
凭证。票、证、人不一致或无法
出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者不
得进站乘车。

清清查查重重点点驾驾驶驶人人为为春春运运““排排雷雷””
春运期间高速公路车流量高峰预计在18日、24日出现

本报记者 孙慧瑶 通讯员 罗苓秋 杨志强

淄博市道路旅客运输高峰预计将在2月14日、25日和3月6日出现，高速公路车流量高峰将在2月18日和24日出现。3
日，淄博市2015年春运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方案发布，将采取多项措施确保实现“五个不发生”的工作目标：不发生重
大道路交通事故，不发生多车相撞道路交通事故，不发生严重执法管理问题，不发生负面舆情炒作，不发生因管理不到到
位而引发的长时间长距离交通堵塞。

交警设岗进行检查。 本报通讯员 崔洋 摄

交交通通流流预预警警及及分分流流预预案案发发布布
淄博节前商业区附近车辆预计增五成，高峰期注意绕行

本报2月3日讯 (记者 孙
慧瑶 通讯员 罗苓秋 杨志
强 ) 3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针对春运期间部分路段易造成
交通拥堵的实际情况，制订了
春运期间交通流预警及分流绕
行预案。

根据交通流预警，春节前
(2月4日—17日)主要国省道及
城区主干道以返乡、过境车流
为主，客运车辆有所增加，对道
路交通造成一定影响；火车站、
长途客运站、公交车站等周边
的道路接送旅客车辆预计会增
加38%；节前商业网点周边的
道 路 购 物 车 辆 预 计 会 增 加
53%；2月17日前往玉皇岭等地
祭祖的车辆将会大幅增加，周
边 道 路 交 通 流 量 预 计 增 加
47%。

春节期间(2月18日—24日)

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
公路免收通行费，届时回家探
亲、外出游玩等车辆将大幅度
增加，预计高速公路车流量高
峰将在2月18日和24日出现；辖
区主要国省道及城区主干道主
要以短途出行车辆为主，大多
集中在白天出行，夜间车流量
较少。

春节后(2月25日—3月15日)

辖区主要国省道及城区周边主
干道以返工、过境车流为主，客
运车辆会有所增加，对道路交通
造成一定影响；火车站、长途客
运站、公交车站等周边的道路接
送旅客车辆预计会大幅增加；节
后元宵灯会、扮玩等节庆活动陆
续举行，预计活动场所周边道路
车流量将大幅增加；酒后驾驶、
涉牌涉证、超速行驶等严重交通
违法行为多发。

中心城区易发生拥挤路段 分流措施

柳泉路（联通路至新村路段），

共青团西路（西四路至西二路

段）节前购物高峰

遇交通拥堵时在柳泉路与华光

路路口、柳泉路与人民西路路

口、柳泉路与新村西路路口提

前分流车辆

金晶大道（共青团路至新村路

段）、美食街（柳泉路至金晶大

道段）节前购物高峰

在金晶大道与共青团路路口、

金晶大道与新村路路路口提前

分流车辆

杏园路（东一路至西二路段）、

西二路（杏园路至立交桥段）节

前节后接送旅客车辆高峰

提醒车辆绕行东一路、兴学街、

健康街、昌国路等周边路段

张辛路（湖田中队处至北焦宋

段）节前祭祖及节后外出游玩

车辆高峰

提醒进出城车辆绕行湖罗路→

中润大道、湖罗路→昌国路、湖

罗路→鲁泰大道、东四路→华

光路、东四路→昌国路等路段

雨雪等恶劣天气下滨博高速封

闭时周边路段

大型货车由北京路绕行南外

环、湖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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