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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已返乡上班族没放假

春春运运首首日日买买票票乘乘车车都都不不挤挤

730辆客运车辆

检后投入春运

暖冬行动
拉开帷幕

小门市查出83把仿真枪 一夜未睡轿车被撞废

头条相关

本报2月4日讯 (记者 贺莹
莹 ) 4日，记者从德州市交通运
输局道路运输处了解到，为确保
春运期间道路旅客运输工作稳定
有序，近日对2015年道路客运车
辆进行春检。此次所春检的客运
车包括车籍地在本市的省际、市
际客运班车、省际、市际客运包
车、县际客运班车、县际客运包车
共计730辆。

据了解，所审验内容包括车
辆定期维护和检测情况、车辆技
术档案，包括车辆技术等级评定、
二级维护、客车级型等；车辆结
构、外廓尺寸情况；GPS行驶记录
仪或北斗使用及实时监控情况；
以及今年以来通过监控平台查纠
违法行为和长途班车凌晨2时至5

时停止运行情况；投保承运人责
任保险情况；车容车貌及安全设
施配备情况等9项内容。

跨县(市)以上客运车辆，应按
规定时间进行车辆二级维护检测，
及时足额投保承运人责任险。未达
到要求的，一律不得参加2015年春
检。驻外长途客运班车、包车因特
殊情况不能按时参加春检的客运
车辆，由各县(市)运管部门提前写
出申请与春检小组协调有关事宜，
经春检小组同意后可到相邻县
(市)参加春检。根据需要，庆云县、
武城县、夏津县隶属其他客运企业
的车辆，可在当地运管部门进行初
检，按照市处春检配档的时间在当
地参加春检。

本报2月4日讯 (记者 孙婷
婷 ) 2月4日，春运第一天，团市
委、市志愿者协会志愿者服务春
运“暖冬行动”正式拉开帷幕。

据悉，此次活动以“暖冬行
动 让回家的旅程不再寒冷”为
主题，是团市委、市志愿者协会
2015年伊始的首次大型志愿服务
集中活动。共招募德州学院及社
会志愿者60余名，在2月4日至3月
15日春运期间，特别是人流高峰
期，广大青年志愿者将在汽车站
等人流密集场所，围绕引导咨
询、维护秩序、重点帮扶、便民利
民、应急救援等方面开展志愿服
务。具体开展购(退)票指导、指路
咨询、安检协助、为老幼病残孕
旅客拎包服务、热水供应、应急
救援等服务项目，让回家的旅程
不再寒冷，充满温情。

本报2月4日讯 (记者 贺
莹莹 徐良 通讯员 韩美
美) 2月4日，2015年春运大幕
开启，由于大学生已陆续回
家，上班族还没放假，农民工
不到集中返程的时候，因此，
春运首日在汽车站、火车站买
票坐车都不挤，春运首日火车
与高铁各发送约5000人。客运
完成客运量3 . 8万人，与去年
同期5 . 1万人相比下降26%。

春运首日，火车站和京沪
高铁德州东站的客流量与平

时并无两样，而恰逢小学放
假，家长带着孩子乘车的较
多。“爸爸妈妈早早放了年假，
都等了我好几天了，我昨天中
午考完试，晚上爸妈就带我吃
了顿大餐，今天买了过年的新
衣服，一会儿就要回东北老家
了，好高兴。”三年级的美玲像
其他小学生一样对这个寒假
充满期待，候车大厅里拉行李
背书包的孩子为这个火车站
增添了不少活力。

在德州火车站临时售票

厅，自助取票机前，只有两三
位乘客在取票，开启的售票窗
口前，也都只有五、六个人排
队。记者在火车站了解到，春
运首日客流量并不多，预计旅
客发送量5000人，京沪高铁德
州东站同样发送5000人，与往
年相比基本没有变化。受城市
发达程度影响，德州外出就业
人员较多，而所吸引的外来务
工人员数量较少，车站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春节前客流不会
出现大的波动，客流高峰预计

将出现在2月11日、17日。节后
客流高峰将出现在2月24日、3
月3日，届时本地人集中返回
外地工作岗位。

据统计，春运首日道路客运
方面，全市投放车辆1736辆，其
中加班4辆、包车251辆，运行
2380个班次。完成客运量3 . 8万
人，去年同期完成5 .1万人，下降
26%，公交投放1018辆，运行9991
个班次，完成客运量14 .24万人，
出租投放4073辆，完成客运量
14.523万人。

本报2月4日讯 (记者 杜
彩霞 通讯员 陈晓芳 边
德志) 1月31日，庆云县公安
局市场派出所接群众举报称，
在庆云县菜市场北侧的一百
货门市有人销售仿真枪。

接举报后，派出所民警立
即赶往该门市进行检查，经检
查，民警从该门市内查获仿真
枪83把。遂将该店老板程某传
唤到派出所询问情况。

经询问，程某供述，为了
挣钱，从2014年12月份开始，

经别人介绍，他连续三次通
过物流从山东省临沂市批发
市 场 一 玩 具 店 购 置 价 值
15000余元的各类仿真枪，并
分别以4 5元到4元不等的价
格批发给庆云县各乡镇村庄
的小超市。截止到被民警查
获，已销售了13000元左右的
仿真枪，剩余8 3把被民警当
场查获。

2月1日，程某被依法处以
警告，并处罚款15000元。现案
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本报2月4日讯(记者 张
磊 通讯员 王宏伟) 一晚
上没睡，第二天又熬到后半
夜，疲劳驾驶，刚刚“满月”的
轿车被撞废，而且自己也受了
重伤。

武城县省道254路旁一根
折断了的电线杆孤零零地突
兀在车来车往的道路旁边，就
在近日，这里发生了一起单方
交通事故。驾驶人王某在事故
发生的前一天晚上加班，整个
晚上没有休息，事故发生的当

天给朋友的孩子庆生，没有补
充睡眠，晚上又熬到后半夜，
实在是困极了，在从德州回武
城的路上开着开着竟然睡着
了。就是这样，使得刚刚登记
注册一个月的新轿车撞到了
道路旁边的电线杆上，造成了
轿车副驾驶位置乘员受伤严
重被送往医院重症监护室，驾
驶人王某也折断三条肋骨，车
辆报废的严重后果。交警提醒
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切
忌疲劳。

本报2月4日讯 (记者 孙
婷婷 通讯员 李诚 王钟
秀) 光天化日，一男子见色起
意，蒙面跟随美女，在电梯口
持刀猥亵。齐河警方迅速出
击，依靠道路监控，3小时擒获
大胆淫贼。

2月3日15时许，齐河县公
安局接到21岁的张女士报警，
其在明珠花园小区遭抢劫。民
警迅速赶到现场，经了解，张
女士到明珠花园小区找同学
玩，在电梯门口等待时，一名
戴口罩的男子上前对其搂抱
亲吻，摸其胸部和裆部。张女
士极力反抗，大声呼救。该男
子掏出一把刀子，抵住张女士
的脖子：“你再叫，我就宰了
你。”张女士无奈之际拿出钱
包。“我把身上的钱全给你，放

了我吧，我来同学家玩，他马
上就下来，到时候你就跑不掉
了。”持刀男子一听，抢过张女
士的手中的135元钱就跑了。

民警在楼道内截取了犯
罪嫌疑人的高清画面，而后又
调集所有与案件相关的监控
录像。当日18时许，民警在离
小区不远处的一饭店内将犯
罪嫌疑人丁某抓获。

经审讯，丁某，21岁，诸城
市枳沟镇人，在齐河城区一家
饭店当厨师。当日中午下班
后，丁某在路边溜达，看到张
女士从身边经过，色向胆边
生，戴上口罩，尾随其后，来到
明珠花园5号楼下，实施猥亵、
抢劫行为。目前，犯罪嫌疑人
丁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在进
一步审理中。

光天化日竟持刀猥亵

本报2月4日讯(记者 张
磊 通讯员 李诚 潘阳)

近日，齐河一男子打工回乡和
战友小聚，酒后无证驾驶，没
想到在交警队门口睡着，自己
将自己送进了拘留所。

2月2日下午4时许，齐河
交警大队城北中队民警在中
队门口发现，有一辆五菱面包
车停靠在国道308线的公路
边，驾驶室有个男子趴倒在方
向盘上。民警随即敲开车窗进
行询问。刚一打开车门，民警
就闻到浓烈的酒味。只见该男
子睡意十足，像是酒后开车犯
困睡着了。民警将该男子控
制，用呼气式酒精测试仪检
测，显示男子体内酒精含量达
61mg/100ml，属于酒后驾驶。
经查，该男子是齐河潘店人，

未取得驾驶证。
据王某交代，自己常年在

外打工，最近返乡回家准备过
年，当天中午约了几个战友在
县城一饭店聚聚，期间大家都
喝了不少酒。自己十分高兴，
也喝了一点白酒。因为常年在
外打工，也无暇考驾驶证，虽
然没驾驶证，自己在部队也学
过开车。行驶在路上的时候感
觉特别困也害怕出事，就停下
车睡着了。不曾想自己停车的
地方是交警队，被交警查获
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
定，王某因酒后驾驶，将被处
以罚款1000元；因无证驾驶，
将被处以罚款1000元、行政拘
留5天。两项违法合并处罚，王
某将被予以罚款2000元、行政
拘留5天的处罚。

无证酒驾把车停在交警队

2月4日，在德州火车站临时站房的候车厅内，一位父亲在为旅途中的女儿拍照留念。 本报记者 王小会 摄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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