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名称 具体位置
53 西五路市府三宿舍门前视频监控 西五路与华光路路口北320米
54 华光路彩世界门前视频监控 华光路与世纪路路口东280米
55 华光路义乌商品城门前视频监控 华光路与世纪路路口西350米
56 华光路祥瑞园小区南门视频监控 华光路与南京路路口西300米
57 杏园路妇幼保健医院门前视频监控 杏园路与东一路路口西70米
58 东二路洪沟路东视频监控 东二路与洪沟路路口东100米
59 明清街百盛花园门前视频监控 明清街与华光路路口北300米
60 华光路乐都会门前视频监控 华光路与世纪路路口东80米
61 重庆路远景大厦门前视频监控 重庆路与人民路路口北150米
62 商场路西六路小学门前视频监控 商场路与西六路路口东200米
63 西五路商场路北视频监控 西五路与商场路路口北130米
64 商场路博物馆北侧视频监控 商场路与西五路路口东120米
65 商场路鲁中家居城北门视频监控 商场路与西四路路口东120米
66 新村路区政府路段视频监控 新村路与世纪路路口西600米
67 王舍路农贸市场门前视频监控 王舍路与世纪路路口西480米
68 十七中北街视频监控 十七中北街与西六路路口东160米
69 二院北街西首视频监控 二院北街与柳泉路路口东20米
70 明清街丽景翠苑东门视频监控 明清街与联通路路口南210米
71 张南路公交总站视频监控 张南路公交总站出口
72 柳泉路与华光路路口东视频监控 柳泉路与华光路路口东100米
73 柳泉路与华光路路口西视频监控 柳泉路与华光路路口西100米
74 柳泉路与华光路路口北视频监控 柳泉路与华光路路口北100米
75 柳泉路与联通路路口东视频监控 柳泉路与联通路路口东100米
76 柳泉路与联通路路口南视频监控 柳泉路与联通路路口南100米
77 柳泉路与联通路路口西视频监控 柳泉路与联通路路口西100米
78 世纪路与华光路路口东视频监控 世纪路与华光路路口东100米
79 世纪路与华光路路口北视频监控 世纪路与华光路路口北100米
80 世纪路与华光路路口南视频监控 世纪路与华光路路口南100米
81 华光路与西五路路口东视频监控 华光路与西五路路口东100米
82 华光路与西五路路口西视频监控 华光路与西五路路口西100米
83 华光路与西五路路口北视频监控 华光路与西五路路口北100米
84 华光路与步行街路口东视频监控 华光路与步行街路口东100米
85 华光路与步行街路口西视频监控 华光路与步行街路口西100米
86 华光路与明清街路口东视频监控 华光路与明清街路口东100米
87 金晶大道与华光路路口北视频监控 金晶大道与华光路路口北100米
88 世纪路与人民路路口南视频监控 世纪路与人民路路口南100米
89 世纪路与人民路路口北视频监控 世纪路与人民路路口北100米
90 世纪路与共青团路路口北视频监控 世纪路与共青团路路口北100米
91 柳泉路与共青团路路口北视频监控 柳泉路与共青团路路口北100米
92 联通路与西五路路口东视频监控 联通路与西五路路口东100米
93 联通路与西五路路口西视频监控 联通路与西五路路口西100米
94 联通路与西六路路口东视频监控 联通路与西六路路口东100米
95 联通路与西六路路口西视频监控 联通路与西六路路口西100米
96 联通路与明清街路口东视频监控 联通路与明清街路口东100米
97 联通路与明清街路口西视频监控 联通路与明清街路口西100米

序号 名称 具体位置
1 南京路与华福大道路口电子警察 南京路与华福大道路口
2 张南路山铝501铁道路口电子警察 张南路山铝501铁道路口
3 张南路与青年公园路路口电子警察 张南路与青年公园路路口
4 张南路与华星大道路口电子警察 张南路与华星大道路口
5 张南路与朝阳路路口电子警察 张南路与朝阳路路口
6 宝沣路与电厂路路口电子警察 宝沣路与电厂路路口

序号 名称 具体位置
1 王舍路与西六路路口视频监控 王舍路与西六路路口
2 昌国路与西六路路口视频监控 昌国路与西六路路口
3 金晶大道与洪沟路路口视频监控 金晶大道与洪沟路路口
4 王舍路与西五路路口视频监控 王舍路与西五路路口
5 西四路与共青团路路口视频监控 西四路与共青团路路口
6 西二路与兴学街路口视频监控 西二路与兴学街路口
7 健康街与兴学街路口视频监控 健康街与兴学街路口
8 东一路与洪沟路口视频监控 东一路与洪沟路口
9 东二路与华光路路口视频监控 东二路与华光路路口
10 东二路与潘南路路口视频监控 东二路与潘南路路口
11 东二路与共青团路路口视频监控 东二路与共青团路路口
12 东二路与新村路路口视频监控 东二路与新村路路口
13 东二路与洪沟路路口视频监控 东二路与洪沟路路口
14 东三路与华光路路口视频监控 东三路与华光路路口
15 东三路与人民路路口视频监控 东三路与人民路路口
16 东三路与共青团路路口视频监控 东三路与共青团路路口
17 东四路与潘南路路口视频监控 东四路与潘南路路口
18 东四路与人民路路口视频监控 东四路与人民路路口
19 东四路与共青团路口视频监控 东四路与共青团路口
20 湖罗路山铝矿业公司路口视频监控 湖罗路山铝矿业公司路口
21 湖罗路天佳物流园路口视频监控 湖罗路天佳物流园路口
22 湖罗路田家村路口视频监控 湖罗路田家村路口
23 世纪路与王舍路路口视频监控 世纪路与王舍路路口
24 人民路与祥和路路口视频监控 人民路与祥和路路口
25 东一路与商场路路口视频监控 东一路与商场路路口
26 重庆路与鲁泰大道路口视频监控 重庆路与鲁泰大道路口
27 重庆路与人民路路口视频监控 重庆路与人民路路口
28 义乌路与联通路路口视频监控 义乌路与联通路路口
29 共青团路与祥和路路口视频监控 共青团路与祥和路路口
30 联通路与西六路路口视频监控 联通路与西六路路口
31 柳泉路联通公司门口视频监控 柳泉路与共青团路路口北400米
32 联通路与金晶大道路口视频监控 联通路与金晶大道路口
33 柳泉路与王舍路路口视频监控 柳泉路与王舍路路口
34 潘南路与市府东一街路口视频监控 潘南路与市府东一街路口
35 东二路与人民路路口视频监控 东二路与人民路路口
36 重庆路与和平路路口视频监控 重庆路与和平路路口
37 美食街与健康街路口视频监控 美食街与健康街路口
38 美食街振华商场门前视频监控 美食街与西二路路口东130米
39 美食街淄博商厦门前视频监控 美食街与金晶大道路口西200米
40 商场路公园办事处门前视频监控 商场路与柳泉路路口西260米
41 商场路利群商厦北侧视频监控 商场路与金晶大道路口东100米
42 西二路开元文化市场门前视频监控 西二路与商场路路口南70米
43 西二路农贸市场门前视频监控 西二路与共青团路路口南200米
44 东三路中段视频监控 东三路与人民路路口南200米
45 华光路精品服装城北侧视频监控 华光路与金晶大道路口东150米
46 东一路华润小学门门前视频监控 东一路与商场路路口北150米
47 二院北街北病房楼西出口视频监控 二院北街与柳泉路路口东170米
48 二院北街东首视频监控 二院北街与西二路路口西50米
49 义乌路美达华庭门前视频监控 义乌路与华光路路口北200米
50 市府东一街中段视频监控 市府东一街与潘南路路口南150米
51 柳泉路沃尔玛凯德广场门前视频监控 柳泉路与华光路路口北200米
52 华光路大润发门前视频监控 华光路与西四路路口

中中心心城城区区增增3355处处监监控控抓抓拍拍乱乱停停车车
此次共新增97处电视监控、6处电子警察，抓拍拥堵点段交通违法行为

本报4月23日讯 (记者
孙慧瑶 通讯员 王玲 )

开车的市民注意啦，中心
城区新增97处电视监控和6

处电子警察，集中在交通拥
堵路段，专门抓拍违法停
车、逆行、不按导向等违法
行为。

据张店交警大队民警
介绍，此次大队在城区华光
路、联通路、二院北街、美食
街等20条道路上安装违法停
车自动抓拍监控35处，用于
抓拍城区道路拥堵点段违
法停车、逆行等交通违法行
为；在华光路与世纪路路
口、联通路与柳泉路路口、
共青团西路与柳泉路路口
等13个路口安装严管区监控
26处，用于抓拍机动车进入
导向车道后随意变更车道，
不按导向行驶等违法行为；
在西六路与王舍路、金晶大
道与洪沟路、西五路与王舍
路等36个路口安装了电视监
控36处，用于监控路面交通
情况；在周边华福大道、张
南路、宝沣路等道路上安装
电子警察6处，用于抓拍道路
拥堵点段违法禁止标线、逆
行、不按导向行驶、闯红灯
等违法行为。

据了解，交通违法行为
是造成拥堵的重要因素之
一，此次新增电视监控、电
子警察设备，将进一步规范
中心城区道路停车、行车秩
序，提高驾驶员遵法行车意
识，有利于缓解城市交通拥
堵，改善城市交通环境。自
公示之日起5个工作日后，张
店交警大队将对有关交通
违法行为进行管理，请广大
交通参与者按照法律法规
规定依法参与交通。

中心城区新增电视监控（97处）

中心城区新增电子警察（6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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