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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启动“无忧避让”，75 辆急救车装上“抓拍神器”

不避让救护车，扣 3 分罚 200
□记者 郝小庆

17 日，济南市交警支队主办
的“敬畏生命 无忧避让”行动
正式启动，济南市急救中心的75
辆120急救车上都安装了智能行
车记录仪，能对不避让行为进行
抓拍。今后驾驶员行车时遇到急
救车辆，若不避让将被罚款200
元、扣3分，而因避让急救车产生
的违章则可以免责。

“急救车辆执行任务时常常
出现‘医院门前进出难、道路通
行慢’的现象。”济南交警支队副

支队长韩军庆表示，为了在道路
拥堵时快速打开生命通道，济南
75 辆 120 急救车上都安装了一
种智能行车记录仪。“这种记录
仪与济南交警的交通违法‘随手
拍’模块实现了数据对接，凡是
遇有急救车辆可以避让而未避
让的，急救车驾驶员将会抓拍一
段 15 秒的视频，然后实时上传
到交通违法‘随手拍’后台。”韩
军庆说，交警对行为进行核实
后，将对不避让车主做出罚款
200、记 3 分的处罚。

而对于遇有急救车辆因主

动避让造成的诸如越线停车、不
按导向车道行驶、占用公交车
道、占用非机动车道等违法行
为，交警部门将以急救车行驶轨
迹为依据，及时予以消除。另外
需要注意的是，按照《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 53 条规定，除了 120
及其他救护车外，警车、消防车
和工程救险车等特种车辆在执
行任务时，社会车辆都应该主动
避让。

那么路遇特种车辆，具体应
该怎么避让？济南交警支队情报
研判中心工作人员陈晓峰表示，

避让的整体原则是在寻找前方
和侧方空间的同时，闪出特种车
辆行驶的道路空间，“例如在高
速公路上，社会车辆不能在应急
车道上违法行驶或停车；在高架
路上，位于特种车辆前方的车辆
应主动变道，让开匝道口；在隧
道内，车辆应向两侧车道避让，
留出中间车道；有专用车道时特
种车辆可在专用车道上通行，而
无护栏、无专用车道时，特种车
辆可以跨过双黄实线逆行，对向
车辆应放慢车速并主动避让。救
护车也应该匀速、安全驾驶。”

趵突泉菊花展
25日开幕

18 日，记者从济南天下第
一泉风景区了解到，第 38 届趵
突泉菊花展将在 10 月 25 日开
幕，今年趵突泉菊展的外地参
展单位达到 31 家，菊花品种和
造型更多样。

在趵突泉景区，工作人员
正在进行菊花展最后的布展。

“三股水”对面的水面上，一处
“小猫钓鱼”的造型很是可爱，
吸引了很多孩子争相拍照。除
了“小猫钓鱼”，还有“光头强”、

“熊大、熊二”的卡通造型，萌态
十足。而且今年菊展中很多作
品都进行了废物利用，由废旧
物品搭建而成。 记者 高雯

济南拟定 8 家企业
供应放心早餐

近日，济南市商务局与相
关区商务主管部门对 10 家餐
饮企业进行现场验收，其中 8
家企业符合济南市放心早餐建
设企业认定标准，拟确定为济
南市放心早餐工程建设企业。

这 8 家企业分别为济南超
意兴餐饮有限公司、山东金德
利集团快餐连锁有限责任公
司、济南益珍餐饮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山东健尔佳快餐食品
有限公司、济南龙祥生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济南培宇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济南薛氏三八餐
饮有限公司、山东三耕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 记者 刘紫薇

近日，铁路部门推出“接
续换乘”方案推荐及动车组列
车“自主选座”两项服务。但选
座时只能选择相邻的座位，不
能隔座选，当剩余座位无法满
足旅客需求时，系统会进行自
动配座。另外，在窗口购买 C、
D 、G 动车组列车票时也可以
指定坐席。旅客购票时如果遇
到出发地和目的地之间的列
车无票或没有直达车的情况，
可选择“接续换乘”功能，还可
以指定换乘站点，如果换乘的
列车晚点，退票不收取费用。

记者 郝小庆

动车网上选座
不能隔座选

□记者 高雯

17日上午，憨萌的两只大熊
猫“娅双”和“二喜”，坐飞机从成
都来到济南，在济南野生动物世
界长期“安家”。经过十天左右的
隔离期后，两只大熊猫就可与市
民们见面。自此，省城的大熊猫

已经达到4只，另外2只在济南动
物园。

大熊猫“娅双”和“二喜”均
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17 日上午 10 点 20 分，经过 2 个
多小时的飞行，“娅双”和“二喜”
顺利落地济南。虽然经过长途飞
行，但他们状态很好，透过运输

箱好奇地打量着新城市。雌性熊
猫“娅双”性格比较胆小、内秀，
显得略微有些紧张；雄性熊猫

“二喜”则活泼很多，在整个运输
过程中显得非常淡定。

入住济南野生动物世界的
熊猫馆兽舍后，从四川跟来的专
属“奶爸”谢照坤，给熊猫补充了

维生素和补液盐，缓解他们路途
上的不适。

“两只大熊猫的状态很好，
该吃吃、该玩玩，正在适应新兽
舍的环境。”谢照坤说，娅双和二
喜食量都不小，娅双一天能吃掉
60-70 公斤的竹子，二喜能吃 40
-60 公斤，这些竹子是从“老家”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空运
来的竹笋、白荚竹，都是他俩的
最爱。

济南野生动物世界工作人
员张洋洋介绍，“娅双”出生在
2002 年，比较内敛沉稳，但是个
十足的小吃货，没有什么是一根
竹子解决不了的事情。帅哥“二
喜”出生在 2010 年，生性喜欢卖
萌耍宝，身手矫健擅长爬树。市
民何时能一睹他们的萌态？张洋
洋说，两只大熊猫来园后需要度
过短暂的隔离期，约十天左右就
能与游客见面。

自此，在省城，市民能看到
四只大熊猫了，还有另外两只大
熊猫在济南动物园，其中一只大
熊猫“雅吉”也是半月前刚在济
南“安家”。

济南姑娘陷入“飞机延误退款”骗局

通话十分钟被骗走 11 万

17 日，济南交警公布新增
的《济南市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举报奖励办法》，在原有的 13
条严重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基
础上，新增占用专用车道行
驶，占用人行横道、网状线停
车，不礼让行人以及乱变道影
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等 7 条
一般交通违法举报奖励。

市民在路上见到这 20 种
违法行为可以向济南交警“随
手拍”后台举报，举报成功即
可获得 10-30 元奖励。

记者 郝小庆

举报交通违法
可获现金奖励

两两只只大大熊熊猫猫在在省省城城““安安家家””

1177日日上上午午，，两两只只大大熊熊猫猫顺顺利利降降落落在在济济南南遥遥墙墙机机场场，，将将在在济济南南野野生生动动物物世世界界长长期期““安安家家””。。记记者者 高高雯雯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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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紫薇

“辛辛苦苦 1 0 年攒了 1 1
万，十几分钟之内全没了！”近
日，在济南历城公安分局刑警
大队，受害者张女士哭诉着被
骗经历。张女士的男友通过“去
哪儿网”订购机票却收到了“飞
机延误退款”的短信，让其致电

“客服”进行退改签业务。张女
士按照短信指示拨打了“客服”
的电话，按照电话中的指示操
作，不料被骗走了 11 . 8 万元钱。

“接通电话之后对方用不
标准的普通话说‘天津航空为
您服务’，所说的航班信息和姓
名完全吻合，我就没有多想。”
张女士说，对方声称为了防止
意外扣款，问了她的支付宝余
额。“为了保证机票钱款顺利退
还，请您确认一下我们负责给
您退款的银行卡号和姓名，将
信息输入到支付宝的转账页面
中。”对方指导着张女士操作，
要求她先选择转账，然后将“验
证码”输入到金额中进行确认，
其实“验证码”就是转账金额。
张女士头脑一懵把钱转了出
去，发现钱转走后提出质疑，但

对方解答“是因为操作失误才
导致钱款转出，之后会把钱退
回”。就这样输入了三次“验证
码”后，张女士的支付宝里一分
钱都没有了。“我没坐过飞机，
也不知道怎么改签、退票，钱就
被骗走了。”张女士说。

接到报警后，民警通过调
查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身处海
南省儋州市，便立即赶往儋州
当地，历经 20 多天将犯罪嫌疑
人抓获。“首先犯罪分子通过非

法渠道获取航班旅客的信息，
再通过改号软件把自己的号码
显示为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
通过打电话或发短信的形式通
知事主航班延误。”济南市历城
公安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中队
长张英伟提醒市民，一旦接收
到航空公司电话、短信通知的
机票航班延误、改签等信息，一
定不要回拨短信中的电话，登
录航空公司官网后查询确定客
服电话，以防上当受骗。

济南菜篮子直通车
覆盖 50 余社区

近日，“菜篮子”直通车进
社区启动仪式在济南市历下
区举行。来自五家蔬菜生产基
地的 53 辆轻型冷藏箱式“菜篮
子”直通车，全部统一外形、统
一标识，采取直销方式，将蔬
菜直接配送到有需求的社区，
缓解了居民“买菜难、买菜贵”
的问题。

“五家蔬菜生产基地都是
根据基地面积不少于 500 亩、
注册资金不低于 500 万元、配
套设施齐全且有一定配送经
验的要求选出的。”济南市农
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一批
共投放了 53 辆车，服务于便民
肉菜工程尚未建点覆盖、周围
500 米半径内没有其他可以提
供肉菜等生活必需品供应点
的 50 余个社区。目前有玉函南
区社区、梁北社区、田庄社区
等 48 个社区申请可先享福利。

“接下来根据市民要求，
还将进行第二批的建设和投
放。”该负责人说，还将建立网
络买菜平台，让市民网上“点
菜”，通过快递方式送菜到家，
尽可能方便市民生活。

记者 刘紫薇

张女士收到的诈骗短信原文。记者 刘紫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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