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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郝小庆

近日，济南交警曝光 5 起轻
微交通事故，当事人未按照事故
快处规定进行“快处快赔”并及
时撤离现场，交警扣留了事故车
辆按照一般程序处理，并对拒不
撤离现场的违法行为处以 200
元罚款。

3 月 10 日 18 时 8 分，景某驾
驶鲁 A-W3356 小型轿车行至济

南市市中区七里山路某处向东调
头时，恰好遇到杨某驾驶鲁 A-
T5535 号小型轿车沿七里山路由
东向西行驶过来，两车躲闪不及
相撞，造成车辆轻微损坏。由于拒
绝走“快处快赔”处理程序，民警
扣留两辆车按一般程序处理，并
对当事双方罚款 200 元。

“事故发生后，当事人报警
时，接警台会对事故情形进行简
单判断，对符合快处快赔规定的

事故，提醒当事人快速处理，如
果拒不撤离现场，民警到达现场
后将会依法对其罚款 200 元，并
扣留车辆按照一般程序处理。”
济南市交警支队事故预防处民
警介绍，一般对轻微道路交通事
故的判断标准是人未伤、车能
动，且单车损失在 5000 元以下。

对于拒绝走“快处快赔”程
序的，将按一般程序处理，即民
警会对事故车辆依法扣留，并对

当事人进行调查、询问，对事故
车辆检验鉴定，在 20 个工作日
内出具鉴定结果，认定事故责
任，整个周期最长可达 28 天。但
是如果走“快处快赔”程序处理，
事故车辆 5 分钟内就可撤离现
场。“发生轻微事故应积极走快
处快赔程序，否则很容易造成道
路长时间拥堵。”截至 3 月底，济
南已调处轻微财产损失的道路
交通事故 8663 起。

济南 5 起交通事故车主因拒绝“快处快赔”被罚 200 元

轻微刮擦堵住路，当心被罚款

□记者 刘紫薇

10 日，记者从济南市城乡交
通运输委员会了解到，济南经十
路、解放路等路上的 7 座过街天
桥已改造完成，分别增设了自行

车坡道、自动扶梯和直梯，老年
人、残疾人上下桥更方便，自行
车、电动车也能过桥了。目前，增
加自行车坡道的 3 座过街天桥
已经开始使用，加装电梯的 4 座
均处于验收阶段，预计五月初可

以投入使用。
泉城公园北门的过街天桥，

增设了自行车坡道，斜面为红
色，阶梯为绿色，解决了此处公
园游客及附近群众推着自行车、
电动车过天桥的需求。记者看
到，新增的自行车坡道很缓，除
了推车过天桥的行人外，有的腿
脚不方便走楼梯的老人也在该
坡道上行走。另外 2 座增加自行
车坡道的过街天桥位于经十东
路林家庄和经十路山东省千佛
山医院，均已开始使用。

除了增加自行车坡道的 3
座过街天桥，还有 3 座增设了直
梯，分别位于解放路济南中心医
院、历山路家乐福和经十路奥体
中心省立医院。在奥体中心省立
医院东院附近的过街天桥南北
两侧夹角处，新增设的两部直梯
高约 10 米，周围用深蓝色玻璃包
围。“医院就诊的病患人群有无障

碍通行的需求，所以增设了直
梯。”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委员会
设施管理处副处长周建国介绍。

此外，位于天桥区济泺路动
物园的过街天桥新增了一对自
动扶梯，还搭建了蓝色的顶棚。

“这是全市第一个过街天桥上的
自动扶梯加顶棚的。”周建国说，
搭建顶棚可以让行人免受日晒
雨淋，也可以减少恶劣天气对扶
梯的损坏，延长扶梯的使用寿命。

“在改造提升前，我们考察
了这 7 座过街天桥的情况，根据
周边道路情况和行人的需求确
定天桥如何改造。”周建国说，在
医院周围尽量增设直梯，方便轮
椅通行，在公园、居民区等交通
工具过桥需求量大的地方则增
设自行车坡道。“目前增加自行
车坡道的 3 座已经可以通行，另
外 4 座增设电梯的正在验收阶
段，预计五月初可以投入使用。”

有扶梯、有直梯、有自行车坡道……

济南 7 座“升级版”过街天桥亮相

我省将举办“山东-名校人
才直通车”活动，组织省内重点
单位赴北京、南京、西安、武汉、
哈尔滨、长春、沈阳等 7 个城市
揽才。本次赴外地揽才单位有
山东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高等院校等，活动时间安排为 4
月 20 日，北京站（清华大学）；9
月中下旬，南京站（南京大学）、
西安站（西安交通大学）、武汉
站（武汉大学）；10 月中下旬，哈
尔滨站（哈尔滨工业大学）、长
春站（吉林大学）、沈阳站（东北
大学）、北京站（清华大学）。

记者 刘一梦

首次申领身份证
不再收取工本费

据公安部通知，4 月 1 日
起不再收取首次申领居民身
份证的工本费，山东省公安厅
已于 4 月 5 日向山东各市公安
机关下发通知，要求全省各地
市实施这一政策，对于 4 月 1
日至 5 日申领身份证交纳工本
费的居民，可凭相关证明到窗
口办理退费。本次取消的是首
次申领身份证的工本费，居民
身份证有效期满需换领的，仍
需缴纳证件工本费 20 元，损坏
或丢失补领的，需缴纳证件工
本费 40 元。 记者 刘紫薇

山东组团去名校
招揽人才

交警保畅通
4 月 9 日，青州交警在

九龙峪景区执勤疏导过往车
辆。在清明节小长假期间，青
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合理安
排执勤警力，全力确保旅游
道路安全畅通有序，并为五
一小长假旅游高峰提前做好
准备。
王庆和 王淑娟 摄影报道

●济南仨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规划获批

近日，济南市政府批复
同意三个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规划，分别是山东大学西校区
历史文化街区要保护形成济
南展示近现代宗教建筑等多
元建筑文化、高等教育文化
的片区。芙蓉街-百花洲历史
文化街区严格保护街区整体
空间格局和各项保护要素等，
重点保护曲水亭街与曲水河、
芙蓉街与梯云溪等南北向水
巷构成的“街因泉走、水街共
生”的传统空间格局，以及街
区内泉池水体周围的环境与
景观和“家家泉水，户户垂
杨”的历史风貌。将军庙历史
文化街区，要保护形成展示多
元宗教文化、传统商贸文化、
特色民俗文化的济南古城传
统居住片区。 据《济南日报》

●青岛“最美地铁线”

本月开通

青岛地铁 11 号线本月即
将开通，这将成为山东开通
的第三条地铁线路。该条线
路全长约 58 公里，连接青岛
市区与蓝色硅谷核心区，串
起山大、海大等高校，北宅、
北九水等景点，号称“最美地
铁线”。13 日-15 日，市民可以
试乘该地铁线路。据齐鲁壹点

●青岛 4300 辆公交

五一前能“刷”手机乘车

据青岛公交集团消息，
近期，公交集团和琴岛通卡
公司正在加紧更换公交车打
卡机，公交集团所属 4300 辆
公交车，五一之前将全部完
成打卡机更换工作，新卡机
可 以 通 过 微 信 、支 付 宝 和
APP 三种方式进行支付，目
前电子支付不享受公交卡优
惠政策。 据半岛都市报

●济南今年二手车转移

登记量超 4 万

据济南市车管所消息，
今年以来全市二手车转移登
记量为40910辆，比去年同期
增加6755辆。民警提醒，办理
二手车过户前，需将之前的
交通违章处理完毕，否则将
影响过户。二手车转移登记
业务可到华润、济西等机动
车登记服务站办理。

记者 郝小庆

●济南老旧柴油车报废

最高补贴4万元

《济南市老旧柴油车报
废更新资金补贴实施方案》
即将印发，将对2018年1月1日
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提前
报废的柴油车给予0 . 7至4万
元补贴。需注意，2018年1月1
日之后异地转入的国三及以
下柴油车不享受该补贴。

据《济南日报》

□记者 刘一梦
通讯员 王占波

记者从山东省教育厅获悉，
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做
好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试点县（区）创建（2018-2025）
和 2018 年“满天星”训练营遴选
工作的通知》，计划到 2025 年再
创建 3 万所左右特色学校及一
批具有示范效应的试点县（区），
并遴选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
营。其中山东再创建 1800 所校
园足球特色校，各地须在 5 月 31
日前按要求进行申报。

山东省教育厅的工作人员
介绍，特色学校、试点县（区）和

“满天星”训练营的遴选由自主
申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
推荐、教育部综合认定三个阶
段组成。

其中，申报特色学校的条件
为符合《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基本标准（试行）》，达到《全国青
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创建指
标体系》70 分以上的全日制普
通中小学；申请“满天星”训练营
则要满足“满天星”训练营工作
规范，如“搭建高水平校园足球
训练和竞赛平台，每周做到每周

‘两练一赛’”、“配合外籍教练员
承担好训练营的训练与竞赛体
系建设和行政区域内教练员和
教师的培训任务”等。

据介绍，特色学校面向各地
及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进
行创建。试点县（区）的控制总量
暂定为每省（区）7 个指标，各直
辖市 4 个指标，各地的申报额每
年不得超过 1 个。“满天星”训练
营由各省（区、市）在本区域校园
足球改革试验区或校园足球试
点县（区）范围内推荐 1 至 2 个
具备条件的区域、部门、基地或
学校作为候选单位。

山东将建1800所校园足球特色校
5月31日前申报，到 2025 年全部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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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南南市市奥奥体体中中心心省省立立医医院院东东院院的的过过街街天天桥桥新新增增了了直直梯梯。。记记者者 刘刘紫紫薇薇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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