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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1166年年春春运运将将从从本本周周日日正正式式启启幕幕
预计节前2月6日达到高峰，节后2月13日出现客流高峰

本报聊城1月21日讯(记者
张跃峰) 根据记者21日从市

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得的信
息，聊城2016年春运从1月24日
开始至3月3日结束，共计40天。
预计全市二级以上道路客运站
将发送旅客124万人次，与去年
相比下降8.15%左右。

21日上午，聊城市交通运
输局副局长林树军在市政府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了聊城市
2016年春运情况。据其介绍，今
年聊城市春运客流仍由学生

流、民工流、旅游流和探亲流组
成，节前主要是回聊客流，压力
较小，节后主要是外出客流，运
输繁忙。

预计全市二级以上道路客
运站将发送旅客124万人次，与
去年相比下降8 .15%左右。预计
节前客流量从1月25日起将逐
渐增大，到2月6日达到高峰，节
后客流高峰将出现在2月13日
左右，高峰期全市二级以上道
路客运站日发送旅客量约7万
人次。

运力方面，全市将投放道
路客运经营车辆1169辆，其中
省、市际线路班车432辆，客运
包车129辆。因铁路、航空等交
通方式的分流作用，以及私家
车的普及，整体运力比较充足，
基本能满足旅客出行需要。全
市各级运管部门及运输企业加
大运力组织调度，实行正常调
度和应急调度两种方式，在保
障运输安全的前提下，组织加
班方便群众出行。

同时，积极组织运输企业

深入学校、工地等重点旅客集
散点，组织包车直达运输，避免
发生旅客大量滞留。进一步完
善了旅客紧急疏运方案，储备
了50辆应急机动客运车辆，随
时组织抢运工作。在做好旅客
运输的同时，高度重视重要物
资的运输保障工作，组织了30
部重型货车作为应急保障，随
时做好煤炭、石油、粮食、化肥
等重点物资以及肉禽、蔬菜等
节日物资运输，保证节日生产
生活需要。

春节假期小型客车免费通行
据林树军介绍，聊城将落

实春节假期小型客车免费通行
政策，完善了工作机制，强化部
门联动，继续坚持领导带班制
度和24小时值班制度，采取切
实措施，合理规划和利用现有
收费车道，有效应对收费站周
边区域可能出现的交通拥堵，
确保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及时
发布公路路况、公路气象、交通
管制、车辆分流、小型客车免费
通行等相关信息和注意事项，

引导公众及时调整出行时间和
路线。

与此同时，公路部门加大
公路养护巡查力度，进一步完
善指路标志，确保标志系统的
统一、规范、清晰醒目。对事故
易发路段、重要国省干线，加大
管养力度，确保路基坚实，边坡
稳定，路面整洁。对高速公路隔
离栅、护栏、防眩设施及机电设
施等，加强了保养与维护，确保
设施完好。对每座桥梁，尤其是

大型桥梁，加强动态监管。
完善路政巡查机制，与有

关部门密切配合，形成救援、事
故处理、道路清障快速联动反
应机制，及时通报相关信息，在
遇有大雪、大雾天气影响车辆
正常通行时，利用可变信息板
准时发布信息，各路政巡查车
辆开启示警灯、及时提醒过往
车辆注意通行安全；当发现交
通事故造成道路阻塞时，及时
与当地公安交警联系发出通

告，并按照程序逐级上报，维
持现场秩序，摆放安全锥标等
警示标志，开启示警灯，提示
过往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强化 9 6 6 6 0 出行信息服
务，遇有大雪、冰冻、大雨、团
雾时，及时通过可变情报板，
向过往车辆发布信息。继续严
格执行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
通道”政策，确保整车合法装
载运输鲜活农产品车辆优先便
捷通行。

新闻延伸

24小时监控卧铺客车的运行
春运期间安全是个大问

题，针对安全监管林树军介绍
说，截至1月18日前，全市检查
企业和单位525家，检查客运车
辆450辆次，危化品车辆1338辆
次。查处违规运输车辆8 9 5辆
次，其中超限车辆9 6辆，超载
182辆，卸载货物2154吨。查处
各类安全隐患和问题153个，并
全部落实了整改计划和防护措
施。

对全市所有参运车辆进行
了一次专项上线检测，对检验
合格的车辆发放了春运证。充
分发挥车辆GPS及行车记录仪
的作用，加强了对车辆的全程
监控，尤其加强了对卧铺客车、
危化品车及烟花爆竹运输车辆
的监管。强制推行了夜间禁发
省内长途客车，长途客车配备
双班驾驶员，认真落实凌晨2时
至5时停车休息或驾驶员落地

休息接驳运输制度，防止疲劳
驾驶，消除安全隐患。

聊城市现有长途卧铺客车
11辆，为确保该11辆长途卧铺
客车在春运期间安全运行，除
了进行安全教育及检测外，严
格执行GPS监控24小时值班制
度，确保全天候监控该11部卧
铺客车的运行。

港航部门在春运前对辖区
内9座黄河浮桥逐一开展检查。

重点排查浮桥所用承压舟安全
技术状况、证书证件、辅助拖
轮、救生消防等辅助设备和防
滑、防雾保障措施的大检查活
动，消除安全隐患，严格贯彻禁
止超限超载车辆通过浮桥、19

座以上的客运车辆和危险品车
辆单车单向通过浮桥、大型重
载车辆和客车不能同时过桥等
安全管理规定。

本报记者 张跃峰

春节前后交警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高高速速公公路路增增加加事事故故快快处处快快赔赔点点
本报聊城1月21日讯(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张晶 )

春运拉开帷幕，1月24日到2月22
日，春节前后各半个月，聊城市
交巡警支队动员各方力量向交
通违法行为宣战，严查酒驾等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交警将与
保险监督管理部门的协作配
合，在通行量大的高速公路增
加事故快处快赔点。

21日，从聊城市交巡警支
队获悉，1月24日到2月22日，春
节前后各半个月，交警将动员
各方面的力量开展整治，坚决
防范发生大事故。要成立专门

的执法小分队下乡镇、进农村，
严查面包车超员、货车违法载
人、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严重
违法犯罪行为，把好出村到镇
的关口，防止超员的面包车、违
法载人的车辆出村上路。

另外，交警在2月1日到15
日期间，春节前后各一周，要严
查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超速超
员、违法停车、长途客车凌晨2
点到5点违规运行等突出违法
犯罪行为，全力保障节前返乡
和节后返程两个高峰时段高速
公路的安全畅通，发生交通事
故或交通拥堵，安排专门警力，

对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车辆进
行现场处罚，保障应急车道畅
通，坚决防止因为应急车道被
占贻误救援，导致受伤人员死
亡事件的再次发生。要抓好城
市酒驾整治。2月8日到22日，即
正月初一到十五，要以市区餐
饮娱乐场所周边道路和城乡结
合部道路为重点，针对午后、凌
晨 等 重 点 时 段 开 展 统 一 行
动，形成严查酒驾的强大声
势和威慑，确保不发生因为
酒驾导致的恶性交通事故。

交警将组织对持大型中
型客车准驾车型的驾驶人特

别是累积记满12分尚未降级
换证的驾驶人进行核查，杜
绝记满12分的驾驶人参加春
运。目前交警已经加强与保
险 监 督 管 理 部 门 的 协 作 配
合，在通行量大的高速公路
增加事故快处快赔点，在城
区保险理赔服务中心和理赔
点合理安排理赔工作人员，
保证交通事故当事人能够及
时得到赔偿，指挥中心接警
员的作用，指导交通事故当
事人准确收集证据材料，快
速撤除事故现场，防止二次
交通事故和交通拥堵。

24日起省内客票

预售期延长至15天

本报聊城1月21日讯(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李秀云 吴萍)

记者从聊城汽车总站获悉，自
24日开始，省内班线客票预售期
延长到15天；省际班线客票预售
期延到10天。对通过96596电话订
票的热点线路，要求旅客提前48

小时取票。开启夜间售票窗口，售
票时间延长至21点。

春运期间，将根据旅客购票
需求，在汽车总站站前广场增加
临时售票口，对节前返乡、节后返
程的农民工，下客区、站前广场安
排专人负责宣传、现场咨询，并在
总服务台推出“农民工团体优先
购票”、“重点旅客优先购票”等便
捷化售票服务。优先办理团体旅
客、重点旅客购票，爱心使者引导
团体旅客、重点旅客到应急售票
处购票。总站至西站之间的免费
摆渡车，从早6:00—18:00平均15分
钟一班，旅客凭票可以免费乘坐。

为了应对客流高峰，2月5日
前，将继续搭设临时候车棚，每周
推出1-2条车票半价秒杀活动。继
续推出多种售票方式：市民可通
过客服热线96596咨询订票、网上
订票、自助售票机购票、移动手机
购票、也可以直接到窗口、各分站
及聊城大学西校区、华航、华宇、
金凤凰旅行社、金鼎商厦服务台
客票代售网点及东昌府区各邮政
网点购票。同时，聊城大学东校区
大学生服务中心安装的的银联刷
卡自助售票机，已调试完毕投入
使用，旅客可通过以上方式就近
购票。

材料宣传进校园

近日，聊城大学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志愿者们走进初中校
园，向同学们普及材料革命知识，
加深对新材料的了解。

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朱
艳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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