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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小小时时查查1144辆辆““黑黑车车””，，九九成成多多网网约约车车
交通局严查使用打车软件的非法营运车辆

本报12月14日讯(记者 石
剑芳 通讯员 万源) 近日，
在2017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
大会颁奖盛典上，刁镇荣获“山
东省十大美丽小镇”称号。

据了解，此次大会由中国
美丽乡村发展联盟、全国省级
党报联盟主办，主题为“振兴乡
村 共享美丽——— 聚焦中国美
丽乡村建设发展的转型升级之
路”，新生小城刁镇在山东众多
参选村镇中脱颖而出，最终荣
获“山东省十大美丽小镇”这份
殊荣，在全国的舞台上展示了
刁镇美丽乡村建设风貌。

刁镇位于济南以东、章丘
北部，面积166平方公里，辖116
个行政村，12 . 38万人口。先后
荣获“全国重点镇”“全国城镇
建设示范镇”“全国综合实力千
强镇”“全国生态文明先进镇”

“国家卫生镇”等荣誉称号。是
山东省“百镇建设示范行动”示
范镇、山东省发达乡镇行政体
制改革试点镇。2016年底，刁镇

被确立为省级新生小城市试
点，力争到2020年，城区建成区
面积达到10平方公里，常住人
口10万人，公共财政收入10亿
元，建成“产业强、百姓富、生态
美”的新生小城市。

近年来，刁镇认真贯彻落
实省、市、区关于美丽乡村建设
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围绕“产业
生态、环境优美、生活富裕、乡
风文明”的美丽乡村建设目标，
全力加快美丽乡村和新生小城
市建设步伐，持续加大资金投
入和工作督查力度，对全镇环
卫一体化进行了全面覆盖，扎
实推进农村改厕工程，积极改
善生态和人居环境，打造张官、
旧军等 6个济南市级示范村，
曹庄等4个章丘区级示范村。

下一步，按照全镇整体规
划，将打造漯河水系、旧军古村
儒商文化为特色的两条乡村旅
游精品线路，逐步建设为“产业
强，百姓富，生态美”的美丽新
生小城市。

刁刁镇镇获获““山山东东省省十十大大美美丽丽小小镇镇””称称号号
将建“产业强、百姓富、生态美”新生小城市

本报12月14日讯(记者
石剑芳 通讯员 李元明)
12月13日，记者从山东省农业
厅获悉，章丘区高官寨镇奶牛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郭绍刚当选
第五届齐鲁乡村之星。

“齐鲁乡村之星”，是指在
农业生产一线和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中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服
务等活动，道德品质高尚，社会
担当意识强，具有较强的创新
创业能力或一技之长，为推动
当地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村经
济社会健康发展作出突出贡
献，起到较大示范带动作用，并
得到社会广泛认可的优秀农村
实用人才。齐鲁乡村之星每 2
年选拔一次，每次人数不超过
150名，管理期限为4年。自省农
业厅开展齐鲁乡村之星评选以
来，章丘先后有8人当选。

据了解，自2009年郭绍刚
担任高官寨镇奶牛专业合作社
法人以来，针对分散喂养鲜奶
质量难以控制，采取合作社补

贴一半费用的优惠政策，统一
购买高质量冻精，加快低产奶
牛淘汰步伐；针对奶牛品种退
化、鲜奶质量安全无法保障、农
户分散喂养的现状，引导奶牛养
殖户建设适度规模养殖场，集中
规划建设了15个规模养殖场，配
备自动挤奶和冷藏运输设施，加
快了小户养殖向适度规模、抱团
发展的转型；针对鲜奶销售难现
象，加强与佳宝、旺旺等乳品加
工企业沟通协调，最大限度地为
奶农争取鲜奶订单，使奶牛养殖
户销售鲜奶渡过了难关。

同时，他还组建了爱心奶
业有限公司，创建自己的商标
品牌，开展代加工经营，直接对
接消费群体，推动了养殖和加
工的一体化，为实现好产品卖
出好价格、产生好效益开了好
头，也保持了高官寨奶牛养殖
业的健康发展。

另外，该合作社被评为省
级示范社、济南市重点示范社。
其本人也在当选章丘政协委员。

章章丘丘又又一一市市民民当当选选齐齐鲁鲁乡乡村村之之星星
合作社被评为省、市级示范社

本报12月14日讯(记者
石剑芳) 12月8日，齐鲁电竞
科 创 小 镇 签 约 发 布 暨
WUCG2017世界大学生电子
竞技联赛全球总决赛开幕仪
式在济南章丘举行。

据了解，齐鲁电竞科创小
镇基地位于山东大学(章丘校
区)与山东财经大学(章丘校
区)之间，由山东广电电竞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携手齐鲁置
业有限公司共同打造。总体
规划包括VR视觉科技区、电
竞产业区、电竞教育学院，科
创孵化园区、配套服务区。未
来将形成由“产业、创业、生
活”三位一体的全生态链，带
动电竞高端设备制造产业、
电竞教育产业、软件开发科
技产业及相关服务产业的发
展，目标成为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全球电子竞技产业发展
高地。

作为全省首个电竞科创
小镇，齐鲁电竞科创小镇总投
资额超过50亿元。计划建成40
万平方米的电竞及科创产业
发展平台，未来将集聚200家
以上的科创核心产业链企业
及机构，吸引5000名以上科创
人才，成立2所知名电竞产业
教育学校，培养5000名高精尖
产业毕业生，设立和引入各类
电竞产业发展基金超60亿规
模，实现科创产业发展综合收
入超120亿元。

齐鲁电竞科创小镇也得
到了济南市章丘区政府的大
力支持，章丘区积极响应国家
政策号召，高度重视创业创新
工作，充分发挥创业孵化示范
基地的孵化和培育作用。小镇

未来将成立创业基地，引入多
个创业基金，为大学生创业提
供资金支持，营造大学生创业
成长的良好环境，为想创业、
敢创业的青年提供创业机会
和搭建舞台。这个集“产业、创
业、生活”为一体的科创小镇，
正以更宽阔的胸怀拥抱有创
业意向的大学生群体。

未来，在这片土地上，将
呈现一个涵盖赛事、直播、综
艺、文化、影视、互动体验、粉
丝经济和内容制作等在内的
上下游产业集聚地，打造成以
电竞为主题的未来城市潮流
文化娱乐新地标。山东人不仅
可以在章丘区邂逅电竞冠军，
千亿级的电竞产业将加快章
丘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产业集
聚、创新、升级，优化人口结
构，助力打造全新经济生态。

山山东东首首个个电电竞竞科科创创小小镇镇落落户户章章丘丘
总投资额超过50亿元

本报12月14日讯(记者
石剑芳) “滴滴一下，马上出
发。”相信这句话对经常打车
市民来说并不陌生，但是许多
人并不知道打车软件打到的
车也可能是“黑车”。近日，章
丘区交通运输局开展集中打
击私家车非法营运行动，仨小
时查14辆“黑车”，九成以上是
在打车软件上约的车。

围追堵截，不放
过一辆“黑车”

集中检查当天，记者在章
丘大学城街头观察到仅十分
钟就有近10辆私家车上前约
车，穿梭在路上的私家车也明
显看出乘载着大学生，多数是
往返学校与商贸街。

当日下午，执法人员主要
集中在大学城、芙蓉大道等易
出现“黑出租”的地方进行排
查。“2号车，前方一辆白色轿
车，里面可能载有学生，请上
前拦截。”通过无线传输对讲
机，执法人员凭借之前的检查
经验轻松拦截一辆非法营运
的私家车。

拦截下车辆后执法人员
立即上前，第一时间通过乘客
的打车软件和司机的线上约
车证据立即掌握该车的运营
证据。“这个就得看谁反应快，
有些时候有的私家车司机看
见执法车辆第一时间跟大学
生对口供，迫于压力大学生往
往不敢出面作证，没有任何反

应时间的情况下，一查一个
准。”章丘区交通局稽查大队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

有司机锁车门拒
绝接受检查

“我没有拉客，我从上次
被查后就没有再用过滴滴打
车了，我家里有急事，我要走
了。”在芙蓉大道双山医院路
段一私家车打开后备箱准备
拉客，看到执法人员的车辆
后，加足马力就要跑。被拦截
下后，该司机一再强调自己没
有营运，并狡辩称有急事。执
法人员立即从乘客手中取得
证据，在确定该乘客的打车软
件上的车牌号与自己的车牌
号一致时，便开始锁车门拒绝
接受检查，最终，在执法人员
的劝导下放弃抵抗。

在检查中，司机拒绝配合
检查的比比皆是，甚至还有一
些司机被查后坚称乘客是自
己表弟，“你表弟叫啥名字？家
住哪里？”面对执法人员的质
问，该司机一时语塞，只得乖
乖交出车钥匙接受处罚。

查处车辆后，执法人员现
场签发《行政强制措施决定
书》，并根据《山东省道路运输
条例》第六十四条：“道路运输
管理机构或者交通运输监察
机构在实施道路运输监督检
查中，对无车辆营运证从事道
路运输经营、机动车驾驶员培
训，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

证明的车辆，可以予以暂扣，
并出具暂扣手续，告知当事人
在规定的期限内到指定地点
接受处理。对暂扣车辆应当妥
善保管，不得使用，不得收取
或者变相收取保管费用。”暂
扣其车辆。

30余名大学生无
一知网约车为“黑车”

当日下午，执法人员总共
查处“黑出租”14辆，涉及30
余名大学生，采访中这些大学
生表示并不知道“滴滴打车”
中多数运营车辆属于非法营
运，并单纯认为能网约的车辆
是正规出租车。

据了解，“黑出租”就是非
法营运的出租车，是未经过交
通运输部门许可，擅自营运的
车辆。“黑出租”不仅扰乱了出
租客运市场的秩序，它还存在
很多安全隐患。乘坐“黑出租”
不仅无法得到发票，途中还容
易出现绕道、宰客、甩客等权
益受侵犯的事情，由于非法营
运出租车的资料消息没有在
运输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因此
乘客即使投诉，也无从追查，
难以通过交通运输管理部门
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据了解，执法部门表示目
前网约车门槛较低，对相关部
门的“黑车”查处工作增加不少
难度，下一步，该部门将加大力
度严查“黑出租”。截至目前，已
查处非法营运车辆600余辆。

非

法营运车

辆现场签

字接受处

罚。

齐鲁电竞科创小镇意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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