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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5月11日讯(记
者 侯峰) 11日，记者从泰
安邮政获悉，为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70周年，将在8

月15日日本投降日和9月3

日中国人民抗日胜利纪念
日发行两组邮票。

2015年大阅兵是我国
破例举行的、首次非国庆节
的大规模阅兵，主题是回顾
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
出的贡献，彰显中国对世界
和平的担当。记者从泰安邮
政获悉，中国邮政将发行二
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
年》纪念邮票：第一组将于8

月15日日本投降日发行，一
套8枚；第二组在9月3日中

国人民抗日胜利纪念日发
行，一套2枚，1枚小型张，1

枚小全张。
同时，邮政公司还将推

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
次阅兵暨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珍藏册呈现我国15次
大阅兵的精彩瞬间。

此外，五枚阅兵纪念
银钞分别以1949年阅兵、
1 9 8 4年阅兵、1 9 9 9阅兵、
2009阅兵及“辽宁号”航空
母舰为主图，插入不同阅
兵场景中。邮册最后是《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纪念邮票10大版、1枚小型
张、1枚小全张。而2015年
大阅兵风琴折将2015年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
阅兵的经典照片集中展
示，以风琴折的形式，独立
包装，在本次阅兵之后，为
客户补齐。“精装版的珍藏
册售价1980元，简装版的
售价500元。”工作人员说。

据介绍，本次纪念邮票
还将设置个性化定制服务，

“围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这个大背景，结合各省
市地区的实际情况，我们设
计了个性化定制部分，即在
邮册最后，加入特色设计，
比如辽宁省，可以加入九一
八历史博物馆的图片、九一
八事变的历史知识等，突出
地域特色，拉近地域情感。”
工作人员说。

纪纪念念抗抗战战胜胜利利7700周周年年
邮邮政政将将发发行行两两组组邮邮票票

验证手续很简单，可还有客货车司机不当回事

七七千千多多名名司司机机未未审审证证或或注注销销

车门没锁忘熄火
司机乘高铁走了

本报泰安5月11日讯(记
者 曹剑 通讯员 刘彤
彤 ) 驾驶员停好车急匆匆
赶车，没熄火就离开了。两个
多小时后，驾驶员已经到了
南京，车才被交警发现，执勤
民警了解情况并把车停好。

10日下午2点左右，岱岳
区交警大队高铁中队执勤交
警在高铁广场巡逻，发现一
辆聊城牌照的轿车停靠在路
边，车内无人却处于发动状
态，执勤人员以为司机去高
铁站接站，当时没有太在意。
当下午4点20左右再次路过
轿车旁时，发现轿车依然停
在路边，而且还处于发动状

态，但是里面没有司机，并且
车门未锁。

执勤人员根据副驾驶座
上的一张移车的联系电话，
联系到了车主。车主称，把车
借给朋友，朋友从泰安坐高
铁去南京，打算下午从南京
回来时把车开回聊城，没有
到朋友如此迷糊，没有将车
熄火、停好就走了。

随后，该车车主给泰安
的朋友打了电话，让朋友帮
忙将车开走。执勤人员则把
车开到安全位置，等待车主
的朋友。大约半小时，车主的
朋友赶来，对交警的帮助表
示衷心感谢。

本报泰安5月11日讯(记者
曹剑 通讯员 雷娜) 11日记
者了解到，泰城目前有7224名大
中型客货车驾驶员的驾驶证超
期未审验，面临注销。提醒超期
驾驶员注意及时审验，不审验的
面临200元至500元罚款。

根据要求，大型客车、牵引
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
货车驾驶人审验的情形包括两
种：每个记分周期结束后三十日
内，应当到公安交管部门接受审
验。但在一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
分记录的，免予本记分周期的审
验。审验时，驾驶人应当填表如
实申报身体条件，不需要提交医

疗机构出具的身体条件证明。驾
驶证转到异地或者有效期满换
证时，应当到公安交管部门接受
审验。审验时，驾驶人应当提交
医疗机构出具的身体条件证明。

车管所工作人员说，目前不
少驾驶员不清楚此项业务，还有
不少驾驶员对于驾驶证审验业务
和换证业务区分不开，第三是教
育学习占用时间太长，导致驾驶
证逾期未审验。截止到5月5日，全
市共有7224名大中车驾驶员逾期。

驾驶人没有按照规定参加
审验仍驾驶机动车的，公安交管
部门将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
款。部分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

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驾
驶人，如果没有驾驶大中型客货
车需求的，可以主动申请降为小
型汽车驾驶证，避免因逾期未审
验受到相关的处罚。审验手续很
简单，提交身份证、驾驶证、2张
一寸免冠彩色白底照片即可。

审验地址除各县市大队车
管所外，城东大队宝龙社区交通
管理服务站、城西大队御碑楼社
区以及市委西门交通管理服务
站、岱岳区大队车管所交通管理
服务站、高新区交通管理服务
站、景区大队交通管理服务站、
安全学校等处，上班时间可以接
受审验业务。

本报泰安5月11日讯(记者
赵兴超) 随着泰安黄标车报废
补助的进行，有市民接到所谓发
放补贴资金的电话，被要求通过
ATM机或网上银行接受汇款。
11日，记者从车辆报废拆解公司
了解到，此类电话都是诈骗电
话，报废补贴由财政拨付，市民
接到这类电话只要不理会即可。

10日，刚刚申请车辆报废补
贴的赵先生，正在等待报废批准
的通知，忽然接到一个自称车辆
报废补贴管理办公室的电话。在
电话中，工作人员告诉赵先生，
他申请的车辆报废有5000元补
贴，需要他打开网上银行或者到
银行ATM机接受汇款。赵先生
不会操作网上银行，就按对方所

说带着银行卡到长城路一处银
行网点ATM机等待汇款。“我到
了网点他又打过来电话，让我根
据他说的操作，先查询余额，再
输入补助编号和接受汇款必需
的密码。”赵先生说，操作中他发
现不对劲，所谓输入补助编号和
密码，其实是在进行转账。他在
电话中反问对方，对方匆忙挂断
了电话。“对方知道我的姓，还知
道我申请了车辆报废补贴，太容
易马虎人了，要是不细心就上了
当。”赵先生说。

11日上午，记者从受理车辆
报废的泰安市泰山拆车公司了
解到，赵先生接到的所谓车辆报
废补贴电话，实际上是诈骗电
话。从今年4月份，公司就发现有

市民接到这类电话，其诈骗方式
是以财政局、车辆报废管理部门
等名义，以发放黄标车或老旧汽
车补贴资金为理由，要求车主通
过网上银行或ATM机进行转
账。拆车公司在办理申请报废手
续科室的显著位置，也张贴了骗
术揭示和提醒告知。

据了解，车主申请车辆报废
补贴，手续需要网上注册填写申
请，通过拆车公司申请的，会在提
交资料时，留下个人银行卡、身份
证等详细资料。等环保部门通过
申请后，车主可以携带报废汽车
回收证明等材料，到各区县服务
窗口申报申领补贴资金，财政部
门及报废公司不会在电话中要求
车主通过网银、ATM机接受汇款。

领领黄黄标标车车报报废废补补贴贴
为为啥啥先先得得网网上上汇汇款款
拆解公司：补贴款财政拨付，别理网上骗子

肥肥城城去去年年2244人人列列入入禁禁驾驾名名单单
其中16人为肇事逃逸，8人为酒驾醉驾

本报肥城5月11日讯(记者
刘真 ) 近日，肥城市公安局交
警大队公布2014年因交通事故
逃逸构成犯罪终身禁驾，饮酒后
或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
通事故，构成犯罪终身禁驾的24

名人员名单。
近年来，随着交警部门多措

并举治理交通违法行为，肥城市
道路通行秩序得到有序提升，交
通违法行为得到有效遏制。但依
然有司机存在侥幸心理，以危险
行为威胁道路通行安全，通过曝
光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的终身禁
驾名单，督促司机树立文明驾车
理念。

交通事故逃逸构成犯罪或
是饮酒、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
大交通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罪都
可以处以终身禁驾。此次公布的
终身禁驾名单中，16人因交通事
故逃逸构成犯罪，8人因饮酒或
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
通事故。

本报泰安5月11日讯(记
者 侯峰 通讯员 钱宗
军 ) 喝酒喝到凌晨3点，自
认为驾驶技术好、离家近、凌
晨车少人少，抱着侥幸心理
开车回家，李某因追尾电动
车被交警查获。近日，李某因
危险驾驶罪，被法院判处拘
役四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

现年30多岁的李某干过
一阵出租车司机，练就了一
手好车技。今年3月，李某和
朋友喝完酒后，到家附近的
歌厅唱歌。

玩到凌晨3点，李某认为

酒醒得差不多了，抱着侥幸
心理驾车回家，在一处路口
左转弯时，与同向刘某驾驶
的电动车追尾，致使刘某倒
地手部擦伤。

交警接警到现场后，发
现李某满嘴酒气，遂对其进
行抽血检测。经检验，李某血
液中酒精含量为 1 9 7 m g /
100ml，属于醉酒驾驶，涉嫌
危险驾驶罪。

该案提起公诉后，鉴于
其认罪、悔罪态度好，法院依
法判处其拘役四个月，并处
罚金五千元。

凌晨醉驾回家
追尾电动车

车就停在路边，连门都没锁。 本报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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