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2 城事 2018年4月27日 星期五

编辑：高洪超 美编/组版：邵舒琨

加强运输重点企业监管

本报讯(通讯员 闫长春)
4月12日，荣成交警大队民警

走进宏丰、广兴、鑫达等运输企
业，实地检查车辆状况，开展重
点车辆源头管理和交通安全宣
传,全面提升对重点运输企业
的源头监管水平，确保辖区道
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一次夜查查处违法行为147起

本报讯(通讯员 闫长春)
4月20日，荣成交警开展夜

查，以农村面包车、客运车、校
车、货车、渣土车、危化品运输
车、低速载货汽车等车辆为重
点，严查酒后驾驶、涉牌涉证、
货车改型、超限、客车违规载
货、超员超载、报废车上路、危
化品运输车违法运输，共查处
各类违法行为147起，酒驾13
起。

水门口岗西坡安全隐患消除

本报讯(通讯员 闫长春)
针对水门口岗西坡度较长，

车速较快，存在严重交通安全
隐患。荣成交警大队组织人员
实地调研，确定整改方案：在
北外环徐家村至张家村路段
安装警告标志，对水门口西长

坡设置震荡减速标线，重新设
置路口红绿灯方案，最大限度
消除安全隐患。

超员上路被查

本报讯(通讯员 闫长春)
4月16日早，荣成交警一中队

民警在石烟线凭海路路段查处
一辆超员小轿车。该车核载5
人，实载10人。民驾驶员被罚款
200元、记6分。

配合市政撤护栏

本报讯 (通讯员 闫长
春 ) 根据市政道路改造部
署，荣成交警大队设施中队
撤除凭海路全路段、寻山路
车道河至寻山菜园村路段的
中央隔离护栏，累计6600米。

50余处道路隐患被排除

本报讯 (通讯员 闫长
春 ) 4月 1 3日，荣成交警大
队协调成山镇园林部门及相
关村负责人排查3 0 2省道成
山镇小石家泊村、蒲家泊村
路段及村内道路隐患，共查
出5 0余处，并移栽、修剪遮挡
视线的树木。

违规运输烟草被查

本报讯(通讯员 闫长春)

4月20日中午，荣成交警在
崂山街道宁家灯岗午查，一辆
小型普通客车在路口不远处
突然放慢速度，经查，该车内
违规装载100多条香烟，此案
已移交有关单位。

进驾校宣传“五个一”

本报讯(通讯员 闫长春)
4月20日下午，荣成交警走进

祥安驾校开展“五个一”宣传，
提醒教练员在日常训练教学中
坚决抵制酒驾、开车接打手机、
礼让行人，做到文明驾驶，安全
出行。

交运公司一客车被限令整改

本报讯 (通讯员 闫长
春 ) 4月 1 8日，荣成交警到
威海交运七分公司详细查验
车辆轮胎花纹，逃生救援锤、
紧急灭火器、动态监控系统
配备情况，逐车核实人车信
息，检查发现一辆客运车存
在问题，立即下发隐患整改通
知书。

约谈“营转非”大客车车主

本报讯(通讯员 闫长春)
荣成交警约谈“营转非”大客

车及个人名下大客车的所有
人，逐一提示严禁非法营运，告
知非法营运的后果和责任，并
签订《不使用非营运大客车从
事营运活动承诺书》，逐一建
档。

二实幼儿园通道标志牌恢复

本报讯(通讯员 闫长春)
为了保障师生安全，根据前

期工作部署，荣成交警设施中
队排查市区学校周边的标志、

标识、标线。4月18日，大队组
织工作人员恢复安装第二实
验幼儿园因学校施工原因拆
除的学生通道标牌和禁止长
时间停车标志牌。

面包车私自油改气被查

本报讯(通讯员 闫长春)
4月19日，荣成交警三中队例

行检查一辆7座小型客车，发现
车主私自油改气，交警处罚了
这一违法行为，要求车主立即
恢复原状。

一农用车超限运输被查

本报讯 (通讯员 闫长
春 ) 4月 1 7日上午，荣成交
警在3 0 1省道崖西镇路段发
现一辆载满秸秆的农用车超
高超宽超长，民警拦下车，要
求司机徐某出示驾驶证，徐
某未能出示，后被确认为无
照驾驶。依据《道路交通安全
法》，徐某被采取强制措施，
车被暂扣。

摩托车手用假证被拘20天

本报讯 (通讯员 闫长
春 ) 4月 1 6日傍晚，荣成交
警在观海路黎明岗路口例行
检查一辆二轮摩托车，发现
保险过期，驾驶人孙某的驾
驶证是伪造的。无证且使用
伪造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孙
某被顶格处罚、行政拘留2 0
天。

保障学校中考体育交通

本报讯 (通讯员 闫长
春 ) 4月 1 6日中午，荣成实
验二中初四全体师生前往一
中参加体育中考。荣成交警

协助学校，保障引导师生所
乘车辆，做好市实验中学至
一中考点所经路段、路口的
交通疏导。

50余名农村交通协管员受训

本报讯 (通讯员 闫长
春 ) 4月 2 3日上午，荣成交
警走进王连街道办事处开展
交通安全宣传，5 0余名交通
安全管理员和协管员参加培
训。培训结合农村交通安全
警示案例，要求全体交通安
全管理员和协管员切实担负
起农村地区交通安全管理职
责，引导农村群众安全文明
参与交通。

远东车队40余名驾驶员受训

本报讯 (通讯员 闫长
春 ) 4月 2 3日上午，荣成交
警走进荣成远东运输有限公
司开展交通安全宣传，远东
车队40余名驾驶员参加培训
并现场解答，引导驾驶员自觉
遵守交通法规，注意行车安全。

货车严重超载被扣司机被罚

本报讯(通讯员 闫长春)
4月24日下午，荣成交警在将

军路大岳家路口例行检查发现
一辆超载大型货车，驾驶员张
某被罚款2000元，并记6分，车
被暂扣。

车管所工作人员拾金不昧

本报讯(通讯员 闫长春)
4月24日上午，荣成交警大队

车管所工作人员在窗口捡到一
个包，内有身份证、银行卡、现
金等证件，工作人员及时联系
到失主并物归原主。

新华基金权益固收并进 “投资长跑”实力致胜

当前公募基金一季报
已经披露结束，各方对于一
季度的盘点也是络绎不绝。
四 月 初 ，海 通 证 券 公 布 了

《基金公司权益及固定收益
类资产超额收益排行榜》，
数据显示，截至3月底，新华
基金旗下权益类基金今年
以来的超额收益率在同期

可比的110家基金公司中排
名第16位；旗下固定收益类
基金近一年、两年、三年的
超额收益率分别为 7 . 4 % 、
1 8 . 4 1%、2 2 . 3 2%，排名在
基金公司中均位于前两名。
在今年的“金牛奖”中，新华
基金的权益与固收投资能
力均获得认可。

荣荣成成马马拉拉松松交交通通管管制制方方案案公公布布
悦湖路(与体育场外环路交叉路口以东)受影响最大，禁行时段为4月27日12时——— 4月29日16时30分

本报威海4月26日讯(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孔冰) 29日
上午7点30分，2018荣成滨海国
际马拉松开跑。赛事涉及荣成
体育中心北门(起点)、悦湖路、
云光路、成山大道、海湾路、八河
水库北口、悦湖路以及樱花湖
体育公园、崂山公园、斜口岛大
桥等路段和公共场所，导致大
范围交通管制。

其中，悦湖路(与体育场外
环路交叉路口以东)受影响最
大、受影响持续时间最长，禁止
通行时段为4月27日12时——— 4
月29日16时30分。

开赛当天，4月29日5时30
分——— 2018年4月29日13时30
分，禁止通行路段包括：海湾北
路、海湾南路、成山大道(与云光
路交叉路口至桑沟桥路口)、云
光路(与成山大道交叉路口以
南)、悦湖路(与云光路交叉路口
以东)、凭海东路(与云光路交叉
路口以东)。

格相关链接

各路段详细禁行说明如下：

1、体育场外环路北首 赛
前封堵路口，禁止车辆由南北
行

2、审批中心北口 赛前封
堵路口，禁止车辆由南北行

3、十里街南首 赛前在路

口北侧放置护栏，封堵北口，禁
止车辆进入悦湖路；欢乐跑活
动结束后，在路口东侧放置护
栏，封堵东口，禁止车辆由西东
行

4、盐湖街南首 赛前封堵
路口，禁止车辆进入悦湖路

5、云光路与悦湖路交叉路
口比赛前，封堵路口，禁止车辆
向东、向南通行；比赛开始后，封
堵路口西侧道路，禁止车辆由
西东行

6、云光路与观海路交叉
路口比赛开始后，封堵道路，
禁止车辆由观海路进入云光
路

7、云光路与成山大道交叉
路口比赛开始后，封堵道路，禁
止车辆向东、向南通行

8、成山大道与南吉街交
叉路口比赛开始后，封堵道
路，禁止车辆由南吉街进入成
山大道

9、成山大道与盐湖街交叉
路口比赛开始后，封堵道路，禁
止车辆由盐湖街进入成山大道

10、成山大道与秀水街交叉
路口比赛开始后，封堵道路，禁
止车辆由秀水街进入成山大道

11、成山大道与十里街交叉
路口比赛开始后，封堵道路，禁
止车辆由十里街进入成山大道

12、成山大道与建华街交叉

路口比赛开始后，封堵道路，禁
止车辆由建华街进入成山大道

13、中医院北门：比赛开始
后，封堵道路，禁止车辆由中医
院进入成山大道；允许车辆南
北直行

14、成山大道与肇元街交叉
路口 比赛开始后，封堵道路，
禁止车辆由肇元街进入成山大
道

15、府西路南首比赛开始
后，封堵道路，禁止车辆进入成
山大道

16、府东路南首比赛开始
后，封堵道路，禁止车辆进入成
山大道

17、成山大道电业总公司门
前 比赛开始后，封堵道路，禁
止车辆由东西行

18、观海路东首 赛前在海
湾北路三中门口南侧放置护
栏，封堵道路，禁止车辆向南通
行；比赛开始后，在观海路东首
路口西侧放置护栏，禁止车辆
由观海路进入海湾北路

19、曙光东路南首 赛前封
堵道路，禁止车辆由曙光东路
进入海湾北路

20、荣武基地路口 赛前
在路口北侧放置护栏，封堵道
路，禁止车辆向北通行；比赛
开始后，在岛里路口南侧使用
25米警戒带，封堵道路，禁止

车辆由荣武基地、岛里村进入
海湾北路、海湾南路

21、黎明路东首 运动员进
入滨海公园后，开始封堵道路，
禁止车辆由黎明路进入海湾路

22、荣乌高速东首运动员进
入滨海公园后，开始封堵道路，
禁止车辆由荣乌高速进入海湾
路

23、宁家南路东首运动员进
入滨海公园后，开始封堵道路，
禁止车辆由宁家南路进入海湾
路

24、古塔南路东首运动员进
入滨海公园后，开始封堵道路，
禁止车辆由古塔东路进入海湾
路

25、学院前路东首运动员进
入滨海公园后，开始封堵道路，
禁止车辆由学院前路进入海湾
路

26、海湾路八河港北灯控路
口 运动员进入滨海公园后，
开始封堵道路，禁止车辆向东
通行进入海湾路

27、云光路南首 比赛开始
前，封堵北口，禁止车辆向北行
驶；运动员进入滨海公园后，开
始封堵东口、北口，禁止车辆向
东、向北通行

28、河阳东路东首路口 比
赛开始前，开始封堵道路，禁止
车辆进入云光路

税法进课堂

童心画税收

本报4月26日讯(崔卓君)
25日，临港区国税局、地税

分局青年志愿者走进苘山小
学，开展“税法进课堂、童心
画税收”主题活动。

“同学们，今天教大家重
新认识一个字，税……”国税
干部从“税”字的组成和历史
讲起，向同学们讲解了为什
么要征税、税收的用途以及
发票的使用等生活中常见的
税收普法知识。

“老师，怎么用税收盖学
校呢？”“老师，发票长什么样
呢？”课堂上，同学们纷纷举
手提问。带着这些问题，国税
干部与同学们一起阅读了

《青少年税收知识手册》。这
本手册是临港国地税干部共
同编写的，用青少年能够接
受理解的语言，通过故事的
方式讲述知识。

在绘画环节中，同学们
尽情挥洒笔墨，用彩笔描绘
他们对税收的理解。“刚才老
师讲到买东西的时候应该要
发票，所以我画了这幅漫画，
提醒自己以后出去买东西的
时候一定记得要发票。”一位
同学说。

据了解，税法宣传进校
园”活动已经开展了两年，两
年间，志愿者走进草庙子镇
中心小学、苘山小学两所学
校，为240多名学生讲解了税
收知识，发放300余份普法材
料。

速读

近日，荣成市实验中学
组织全体师生观看了爱国主
义影片《战狼2》，接受了一次
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洗
礼。

李秀玲 苏丽芬
近日，由荣成市第三十

一中学与荣成市实验中学、
荣成市幸福街小学联合开展

的“以书为桥，城乡学生手牵
手”图书捐赠活动，在实验中
学致和广场举行。

李秀玲 鞠春燕
为强化消防安全教育的

早期介入，严防恶性火灾事
故发生，24日，文登消防大队
组织一幼儿园开展应急知识
培训和疏散演练。 于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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