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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拍大货闯红灯 首次启用视频证据
省城主要路口的电子眼升级后新增录像功能

这
些
信
息
也
值
得
您
关
注

播报 提醒
西客站片区
再添一座“国际卖场”

9日，记者从济南市城市
建设集团获悉，由济南城市
建设集团负责建设的迪卡侬
项目已达到竣工验收条件。

据介绍，该项目位于西
客站片区核心规划区，北临
西部会展中心，东临二环西
路，南侧紧邻宜家家居。作为
宜家和西部会展中心的“好
邻居”，该项目是继领秀城贵
和、高新万达、燕山门店之后
的第四家门店，也是迪卡侬
集团在山东的旗舰项目。记
者 李震 通讯员 房龙飞

济南冬季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开考

济南公交88路支10
11日起恢复原线运行

因88路支10沿线道路施
工基本结束，1月11日起，88
路支10恢复原线运行，同时，
调整820路、821路、822路发
车时间。

据介绍，88路支10恢复
原欣苑小区、韩家、钱家西、
钱家、李家、王家南、王家北、
凤凰岭、泉泸站点，新设东董
家庄站点，撤销临时增设的
仲宫街道办事处、仲宫龙山
路、仲宫北、仲宫上海街、终
军广场、仲宫刘家峪、二仙
村、上店子、上店子北、北侯
村西、北侯村东、傅家、傅家
东、西泉泸、泉泸(60路)站点。

记者 王健

9日，记者从济南市城乡
建设委员会获悉，济南市2018
年冬季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
试将于1月10日至15日进行。
为贯彻落实省市招生考试委
员会部署，营造良好的考试环
境，确保考试工作的顺利进
行，考试期间，各施工单位务
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最大限
度地控制环境噪声和扬尘污
染，夜间20:00至次日6:00停止
一切施工作业。 记者 李震

通讯员 关学军

11日起公交512路
延长至华润仰山运行

为了方便华润仰山附近
居民出行，提高线路服务水
平，1月11日起，512路延长至
华润仰山运行。据悉，512路
延长后,按照原线运行至华润
中央公园后,继续向东运行至
华润仰山调头返回，新增设
华润仰山站点。记者 王健

刷脸取纸神器
亮相趵突泉

┬首席记者 吴永功

生活日报1月9日讯 针对市
民屡屡吐槽的大货车闯红灯，济南
再放大招。从上个月开始，济南首
次利用监控视频抓拍大货车闯红
灯、乱道行驶违法行为。

“大货车闯红灯，难道不怕抓
拍吗？”在屡遭市民吐槽的大货车
违法行为中，肆意闯红灯最为人所
诟 病 。而 济 南 交 警 部 门 接 到 的
12345民生警务热线中，大货车闯
红灯的投诉也高居不下。

“渣土车与大货车多在夜间出
行，通行路线又是施工或待建设路
段，由于光线暗、车速快及拍摄角
度等原因，电子监控抓拍对市民反
映强烈的大货车闯红灯违法行为
的取证，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历下交警大队信息技术中队民警
赵恒敏介绍说。

今年1月2日凌晨1点多，一辆
牌照为冀GPM02的大货车，在经十
路舜耕路路口由西向东闯红灯通
过。在电子眼抓拍的照片中，由于
大货车车体高大，刚好将信号灯转
换的瞬间遮挡住，无法准确体现该
车的闯红灯的环境。但在电子眼抓
拍的视频证据中，这辆车则是在信
号灯转红后才通过了停止线，整个

违法行为的证据链条十分清晰。
为了严惩大货车闯红灯违法

行为，去年12月10日起，济南交警
支队对全市主要路口的电子眼进
行升级，新增录像功能。这样一来，
就从传统的照片证据链条执法证
据，升级为图片+视频组合取证。

如此一来，闯红灯违法行为被
动态化记录后，违法过程拍摄的更
加清晰精准。而对符合抓拍标准的
车辆，交警及时上传至公安交通管
理综合应用平台，车主可以在电子
监控详细信息里点击查看。即使是
外地车主，也可以在当地交警部门
查询视频证据。

根据分析，在电子眼抓拍的大
货车交通违法行为中，违反禁令标
志的起数最多，占所有违法行为的
五成多。此外，闯红灯、逆向行驶、
违法停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
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驾驶
时有妨碍安全行车(拨打手机等)
行为、同方向划有二条以上机动车
道的不在最右侧机动车道通行等7
种违法行为最为常见。

通过视频取证后，大大提高了
抓拍效率。从去年12月份至今，历
下交警大队联合区渣土办、环保局
等部门联合执法、精准打击，已经
查处违法大货车近200辆。

临邑交警开展
酒驾醉驾集中整治

为深入推进全省道路交
通管理“百日安全行动”，临邑
交警组织开展酒驾醉驾集中
整治行动，及时调整警力部
署，从城区延伸至县乡道路，
强化对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
行为的精准打击。

通讯员 霍金龙

交通进行时

为弘扬体育文化精神，充
分发挥“三大球”运动在增强
青少年体质、丰富校园体育文
化、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等
方面的重要作用，乳山市府前
路学校利用大课间时间，开展

“三大球球操”训练活动。该活
动进一步落实了“健康第一”
和“每天一小时锻炼”的思想
方向，掀起了阳光体育运动的
新高潮。 通讯员 刘春梅

乳山市府前路学校
“三大球操”扮靓大课间

广场汽车站开通
济南国际机场值机服务

无棣交警召开座谈会
绷紧“安全弦”

1月8日，无棣交警大队深
入滨州交运集团七公司召开
交通安全座谈会。会上，大队
负责人向企业负责人通报近
期各地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
案例，分析了当前面临严峻安
全形势，要求企业单位严格落
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强化责
任意识，堵塞管理漏洞，扎扎
实实地抓安全，全力确保安全
运营。 通讯员 张延华

顺河南延明挖段桩基今起施工
□首席记者 王健

生活日报1月9日讯 9日，记
者从济南市交通委获悉，顺河快速
路南延明挖段桩基10日起开始施
工。顺河快速路南延工程一标段北
起铁路南苑路口以南约30米，南至
鲁能领秀公馆，全长约2 . 20公里，
其中明挖段长7 3 4米、暗挖段长
1469米。

据悉，本次施工是为进行南北
两段明挖段支护桩施工，北段：铁
路南苑路口南侧至北康路路口北
侧东西两侧(长度353米)；南段：省
电力研究院门口以南130米往南至
鸿发汽车以北150米(长度400米)。

本工程施工过程中，快车道保
证双向八车道。施工时间为2019年
1月10日至25日。施工期间，封闭东
西两侧各9 . 5米(机非隔离带+6米

非机动车道+2米人行道)，作为桩
基施工机械作业区；占用东西两侧
现状的机动车道作为非机动车临
时通行道路，并采取护栏隔离，现
状东西两侧人行道保留2米保证行
人通行。

据悉，顺河快速路南延(英雄
山立交至南绕城高速)建设工程，
北起英雄山立交，南至南绕城高
速，全长约5 . 1公里；红线宽70-105
米，规划绿线宽度120米，项目估算
投资约39 . 8亿元。工程建设内容包
括隧道+跨线桥+地面快速路、地面
道路、桥梁、综合管廊、雨水、污水、
路灯、交通设施、道路绿化和给水、
热力、电信、燃气等管线的土建部
分，南端终点与南绕城相接处改造
南绕城立交一座。项目2018年11月
12日进场开工，计划2020年8月底
竣工通车。

9日，趵突泉东门游客中心公共卫生间里，刚安装的“刷脸取纸”智
能机器开始为游客提供服务。游客只要与该神器摄像头对视三秒，就可
以免费取出一张长约30厘米的厕纸，它在取纸的时候有一个时间间隔，
大概是一分钟左右，避免浪费。 记者 王鑫 摄影报道

“三九”雪没来 缓慢升温来了
┬首席记者 段婷婷

生活日报1月9日讯 俗话说
“数九寒冬冷风嗖”，数完“一九”、
“二九”，最冷的“三九严寒”已经开
始了。不过，今年三九却开启了升
温模式，9日说好的雪没来，最高气
温1℃。10日最高气温5℃左右，11
日最高气温7℃左右，12日最高气
温8℃左右，所以未来几天气温是
呈缓慢上升的趋势。

气象专家介绍，常说“三九”天
冷,是从全国范围来看历年“三九”
的一个平均状态,但也有个例。

根据济南市气象台1月9日16
时发布的天气预报：9日夜间到10

日白天阴转多云，南风3级，10日早
晨最低气温济阳、商河-6℃，市区
及其他区县-3℃，10日最高气温
5℃左右。一氧化碳中毒气象潜势
等级偏高，提醒使用煤炭和燃气取
暖的人们，注意预防煤气中毒。

10日夜间到11日多云间晴，南
风2～3级，最低气温济阳、商河-
4℃，市区及其他区县-1℃左右，最
高气温7℃左右。

12日多云间晴，南风2～3级，
最低气温济阳、商河-6℃，市区及
其他区县-2℃左右，最高气温8℃
左右。13日～14日晴间多云，南风
转北风3级，气温有所下降。15～16
日晴转多云，气温变化不大。

连日来，宁津交警大队持
续开展严查重点交通违法行
为集中整治行动。行动突出重
点路段和重点时段，严查涉牌
涉证、超载超限、大货车闯禁
行、非法改装等严重违法行
为。 通讯员 李召岩

宁津交警集中整治
重点违法行为

1月9日起，旅客不仅能在
广场汽车站买到去往济南国
际机场的大巴车票，还可以提
前办理航空值机服务，既方便
快捷，又节省时间。需要办理
值机的旅客，可直接到车站候
车厅微信值机处办理。旅客可
通过车站2 4小时服务热线
0531-88303030、车站官网
(www. 88303030 .com)、微信
公众号(jngcqcz)等方式咨询、
购票。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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