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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考新规下月实施，科目二倒库、侧方位停车新增时间限制

不礼让行人直接判不合格
□见习记者 郝小庆

10月1日起，被认为是“史上
最难驾考”的 2017 新修订《机动
车驾驶人考试内容与方法》将生
效。19 日，济南市车管所对驾考
新标准进行了详细解读，并且对
难度变化做出解释：整体来看难
度增加不大，对学员驾驶技术熟
练度和文明安全意识要求更高。
另外，国庆假期车管所会对考试
系统和场地进行升级，不安排考
试，9 日再根据新规组织考试。

理论考试调整比例

文明驾驶题增多

理论考试包括科目一和科
目三的安全文明常识两部分。济
南市车管所考试科科长王俊钢
介绍，改革后考试的总题量、分

值和考试时间不变，但会更加突
出对安全文明意识的考核。

从题型上看，科目一增加了
判断题，减少了单选；科目三安
全文明常识考试减少了判断题
和单选题，增加了多项选择题。
从内容上看，科目一中涉及安全
文明驾驶常识的内容全部调整
到了科目三的理论考试中，提高
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律、安全文明
驾驶知识考题的比例。

倒车入库限时间

最长 3 . 5 分钟

对不少驾校教练和学员来
说，驾考改革影响最大的是科目
二考试，其中倒车入库和侧方位
停车项目增加了时间限制。“倒
车入库要求在 210 秒内完成，即
3 . 5 分钟；侧方位停车要求在 90

秒内完成，即 1 . 5 分钟，超时将
判为不合格。”王俊钢说，不少学
员认为增加限时让驾考难度提
高，“但在实际测验中发现，经过
正规培训的考生一般在 3 分钟
内就可以完成倒库，侧方停车只
需要 1 分钟左右。”

科目二的考试标准也有部
分调整。例如考试时允许适度停
车观察，中途停车由考试不合格
调整为“每次扣 5 分”，也就是
说，即使科目二考试时停车两
次，也还是有可能以 90 分通过
考试。

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
在起步、变更车道、靠边停车、超
车项目中增加了“回头观察”动
作考核；直行通过路口、左右转
弯时不主动避让行人、非机动车
的评判为不合格等要求。“科目

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中更加突
出安全意识的考核。”王俊钢说。

驾校称新规更实用

学车费用可能上调

“新规显然更注重实用了。”
山东商苑驾校的马主任举例说
明，“比如说科目二倒库限时间，
这就倒逼学员要练得非常熟练
才能通过考试，将来真正上路肯
定能减少一些新手常见问题的
出现，大的方面来看对整个城市
交通是好事。”

不过要让学员练得更熟练，
势必要增加训练次数，驾校培训
成本会增大。马主任说，“新规实
施后各驾校可能会根据自身情
况上调学费，但幅度不会太大，
全市的驾考学费还是会根据市
场情况，统一涨落。”

16 日上午，山东广电网络有
限公司联合济南市历下区雅居
园社区居委会在雅居园小区开
展山东有线党员志愿者进社区
服务活动，现场开展了业务推
广、缴费等活动，还走访了雅居
园小区的老党员家庭，给他们赠
送了礼品。

“多年以来一直使用山东有

线，感觉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很

好，还给送来了这么多礼物，很
开心。”入党 48 年的董海清说。
上午 10 时左右，山东广电网络
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居委会
领导的带领下来到了老党员董
海清、王存莲的家里，与两位老
党员热情地话家常，将准备好的
大米、茶杯等送给两位老党员。

志愿者们还为小区的有线

电视和宽带用户免费检修更换机
顶盒和上网设备、免费为用户开
通频道回看功能、文化惠民套餐

优惠等服务。见习记者 刘紫薇

山东有线党员
志愿者进社区

济南市电子商务
公共服务平台上线

19 日，“新经济 新动能
新品牌 2017 互联网+新动能
品牌发展峰会”在济南举办，济
南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

（www.sdjnec.gov.cn）正式上线,
聚集政策法规、电商资讯、服务
资源对接、线上培训、网上申
报、在线交流等服务。

数据统计、园区区县展示、
名优农特版块是平台的三大服
务亮点。数据统计是平台与专
业数据公司合作；园区和区县
展示是电商工作的反映专区；
名优农特板块则搭建了农产品
网货产销对接平台。根据计划，
到年底平台将重点进行移动端
开发建设工作。记者 刘一梦

吴泽浩画展开展
展现济南文脉传承

17日下午3时，“扁舟藕花
里——— 吴泽浩画展”在济南银
座画廊开幕，展览展出了吴泽
浩近期佳作 50 余件。“藕花里
漫谈”在开幕式后举行，吴泽浩
与书画爱好者，诗人、学者，以
及各界朋友们品茗谈艺。此次
画展为 2017 全国九城艺术文
化节特展，展期至 9 月 26 日。

画展中，吴泽浩以济南文
脉的传承为创作主线，从曹植、
杜甫、李清照、辛弃疾到蒲松
龄、老残，从四门塔、灵岩寺、趵
突泉到大明湖与千佛山……这
些作品深刻阐述一位在济南工
作生活 50 年的老艺术家对泉
城的深情。见习记者 刘紫薇

世界洪派太极
10月在济南比武论道

10 月 5 日至 7 日，由山东

尚武洪派太极拳推广中心主办
的“名客来”杯第三届洪派太极
拳国际交流大赛将在济南举
行，届时来自全球十余个国家的

400 余名洪派太极拳爱好者 ,将

齐聚洪派太极拳发源地济南。
洪派太极拳是山东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全球习
练者上万余人。著名武术家、中
国武术八段、洪派太极拳掌门
人、山东尚武洪派太极拳推广
中心创始人李恩久先生培养了
17 位全国武术冠军。在其推动
下，洪派太极拳比赛已连续举
办三届。 见习记者 郝小庆

济南老旧小区10月底前均需配备灭火器

1700个灭火器已“安家”老旧小区

□见习记者 刘紫薇

近日，济南市历下区的老旧
小区甸柳新村新装了灭火器，
1700多个灭火器基本覆盖小区
所有居民楼，给居民拉紧了日常
防火“安全弦”。记者从济南市治
安消防支队了解到，根据近期发

布的《济南市老旧小区消防安全
专项整治活动方案》，今年10月
底前要求各老旧小区全部配备
灭火器。

17日，记者来到甸柳新村社
区，看到在每个单元楼一楼门口
处，崭新的灭火器箱里放置了两
具手提式干粉灭火器，并在箱体

外贴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灭
火器分两批安装，分别是5月和9
月，一共安装了1700个，基本上
覆盖了全部小区居民楼。”济南
市甸柳新村街道办事处安检科
科长范军说，老旧、开放的小区
没有物业管理，消防隐患大，所
以街道办给这些小区配备了灭
火器。另外，每年街道办、社区居
委会还联合消防部门、派出所和
部分小微企业对居民进行消防
知识的讲解和培训。

其他的老旧小区内是否也
安装了灭火器？记者通过走访
姚家小区、友谊苑小区、窑头小
区等老旧小区，发现大部分小区
单元楼内还没有配备灭火器，甚
至有的小区单元楼的楼道里还
堆放了无烟煤、纸壳盒等易燃
物品。大部分小区居民表示“没
有见过小区单元楼里放置灭火
器，也不知道是否必须要配备
灭火器”。

为了预防和减少居民小区
火灾事故的发生，济南市政府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老旧小区消防
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1 0 月底
前，各小区需要完成清理电气
线路隐患，清理疏散通道物品，
清理火灾危险源，并且完成灭
火器的配备。”济南市治安消防
支队宣传科科长柏方朔说，2018
年 6 月底前各小区要完成微型
消防站的建设。

“灭火器设置点按照‘不同
火灾配置场所灭火器最大保护
距离’的原则确定，高层住宅建
筑的公共部位和公共建筑内应
设置灭火器，其他住宅建筑的公
共部位宜设置灭火器”山东省治
安消防总队工作人员说，《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八条
第二款规定，住宅区的物业服
务企业应当对管理区域内的共
用消防设施进行维护管理，提
供消防安全防范服务。

济南中小学将推“四点半课堂”
□记者 刘一梦

近日，济南市教育局下发
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生
课后服务工作通知》，要求各学
校要做到中小学生“早到可进
校、进校有事做、做事有指导、
晚走有管护”，并且要求在9月
底前进行推广执行。

“中小学生是否参加课后
服务，由学生家长自愿选择，不
得强行要求学生参加。”济南市
教育局宣传处处长李艳说，中
小学校开展课后服务工作，要
事先充分征求家长意见，建立
家长申请、班级审核、学校统一
实施的工作机制，学校应向家
长明确双方职责和课后服务有
关事项，由学校统一组织实施。
9 月 30 日前，济南市各县区和
有关学校要上报落实中小学生
课后服务工作情况。

放学后孩子能上哪些课

呢？文件明确，课后服务工作
以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为主
线，由学校教师指导和管理。
服务内容主要为：安排学生做
作业、自主阅读、体育艺术活
动，以及开展拓展训练、社团
兴趣小组活动等。提倡对个别
学生提供免费辅导帮助，防止
将课后服务变相成为集体教

学或补课。
除此之外，文件还要求各

中小学要建立健全课后服务安
全管理制度，加强对师生安全
意识教育。在资金方面，将协调
相关部门，通过“财政补贴”、

“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对参与
课后服务的学校、单位和教师
给予适当补助。

3 . 8 万户企业
需换领新营业执照

记者从济南市工商局获
悉，到今年 12 月 31 日，载有注

册号、未标注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的营业执照将失去效力。全
市有 3 . 8 万户企业和农民专业
合作社需换领新版营业执照。

2015 年 9 月 28 日起，济南
市开始颁发“三证合一、一照一
码”营业执照，新营业执照上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就是企业的
唯一的、终身不变的法定“身份
证”。持委托代理人证明的申请
人，需要携带营业执照、税务登
记证和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原
件，到登记管辖机关窗口办理
换照手续。其间如果办理登记
变更业务，也颁出新版营业执
照。 见习记者 刘紫薇

通讯员 翟春蕾 李晨

甸甸柳柳新新村村社社区区内内新新装装的的灭灭火火器器。。见见习习记记者者 刘刘紫紫薇薇 摄摄

营营东东小小学学的的学学生生们们可可以以到到““四四点点半半课课堂堂””写写作作业业或或阅阅读读。。记记者者 刘刘一一梦梦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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