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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

济南公交路线调整

近日，公安部修订发布的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
5月1日起施行。

在规范事故处理收费、减
轻群众负担方面，出台了四项
制度措施。一是对因扣留事故
车辆产生的停车费用，明确由
作出扣留决定的公安交管部
门承担，不得向当事人收取；
但公安交管部门通知当事人
领取，当事人逾期未领取产生
的费用除外。二是对需要进行
事故检验、鉴定的，规定检验、
鉴定费用由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承担，不得向群众收
取。三是严禁公安交管部门指
定停车场停放扣留的事故车

辆，防止违规收费和勾连牟利
等问题。四是除依法扣留车辆
的情形外，赋予事故当事人自
行联系施救单位拖移车辆的
选择权，只有在当事人无法及
时移动车辆且影响通行和安
全的情况下，交通警察方可通
知具有资质的施救单位将车
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

在简化办案程序、提高处
理效率方面，出台了四项制
度措施。一是对于未造成人
员伤亡的财产损失事故，规
定当事人在现场拍照或者标
划事故车辆位置后，先撤离
现场再协商处理，进一步提
高轻微事故现场撤离效率，防

范由此导致的二次事故和交
通拥堵。二是对于未造成人员
伤亡的财产损失事故，当事人
可以通过“交管 1 2 1 2 3”手机
APP等快捷方式自行协商处
理，减少事故处理和理赔时
间。三是对于当事人报警的未
造成人员伤亡的财产损失事
故，交通警察、警务辅助人员
可以通过电话、微信、短信等
方式为当事人自行协商处理
提供指导。四是对事实成因清
楚、当事人无异议的伤人事
故，按照平等自愿原则，经当
事人各方申请可以快速处理，
缩短事故处理的周期。

综合新华社、中国新闻网

新版《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实施

交通事故当事人不再承担车辆停车费

K146、K161路公交8日起因
道路施工临时调线

凤岐路世纪大道交叉口
封闭施工，公交车辆无法通
行，5月8日起，K146路、K161路
临时调整部分运行路段。

K146路临时调整后沿经
十路向东、凤鸣路向北恢复原
线，临时撤销雪山路临时站、
凤岐路兴港路、建大花园、凤
岐路世纪大道、安家站点。

K161路临时调整后，建
大新校区开往浆水泉路旅游
路方向，沿雪山路向南、兴港
路向西、凤岐路向南、经十路
向西、凤凰路向北、世纪大道
向西恢复原线。浆水泉路旅
游路开往建大新校区方向沿
世纪大道向东、凤凰路向南、
经十路向东、雪山路向北恢
复原线。临时撤销兴港路凤
岐路(路南)、建大花园、世纪
大道凤岐路、世纪大道凤山
路、义和庄南站点。

《红楼梦》与江南园林
时间：5月13日9：30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新馆负一层

大众讲坛
《合理科学运动治未病》
时间：5月12日9：3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齐鲁摄影大讲堂
《美景就在身边》
时间：5月12日14：00-15：3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中医与幸福生活系列讲座
时间：5月12日9：30-11：00
地点：省图书馆国学分馆遐园·
国学讲堂（明湖路275号）

《常礼举要》精讲课（十一）
时间：5月12日9：30-11：00
地点：省图书馆国学分馆奎虚书
藏·明伦堂（明湖路275号）

《传习录》讲读课（四十一）
时间：5月12日14：30-16：30
地点：省图书馆国学分馆遐园·
国学讲堂（明湖路275号）

《孟子》精讲（六十二）
时间：5月13日9：30-11：00
地点：省图书馆国学分馆遐园·
国学讲堂（明湖路275号）

传统吕剧《糊涂官》
时间：5月11日19：15
地点：济南北洋大戏院
票价：20-50元

儿童剧《小红帽》
时间：5月11日19：30
地点：章丘市群艺馆音乐厅
票价：80-160元

“灿若星晨”-青年钢琴家
张星张晨音乐会
时间：5月11日19：3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
票价：20-150元

现代吕剧《嫂子》
时间：5月12日（周六）19：15
地点：济南北洋大戏院
票价：20-50元

幽默肢体剧———
《三个和尚》
时间：5月12日、13日10：00
地点：济南儿童艺术剧院宝贝
剧场
票价：50-90元

经典儿童剧———
《白雪公主》
时间：5月12日19：30、13日10：00
地 点 ：济 南 都 市 实 验 剧 场 -
JN150剧场
票价：100元

母亲的微笑
母亲节“梦之翼”女子合唱
音乐会
时间：5月13日19：3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
票价：50-120元

魔幻亲子剧《绿野仙踪》
时间：5月13日10：00
地点：舜剧场
票价：39、49元

美国钢琴家尤金·阿克莱
2018钢琴独奏音乐会
时间：5月15日19：3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
票价：50-200元

《遇见·爱》影视金曲音乐会
时间：5月16日19：3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票价：20-380元

音乐剧 《不一样的焰火》
时间：5月18日、19日19：30，20日
15：0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票价：20-280元

2018第十七届山东茶文化
博览交易会
时间：5月11日-14日
地点：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

2018中国（济南）车界国际
汽车后市场博览会
时间：5月16日-17日
地点：山东机械设备展览中心

小小旅行家
“继续游纽约”
时间：5月12日10：00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新馆负一
层小报告厅

创意美工坊：馨香母亲节
时间：5月13日10：00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老馆儿童
阅读体验区（经三路150号）

公益外语沙龙活动
陪妈妈一起找寻春天的
快乐
时间：5月12日14：00
地点：青岛市图书馆西广场

（延吉路109号）

制图/王宁

港澳台签注、居住证“立等可取”

今后旅游可以“说走就走”
山东省公安厅近期出台了

有关户籍、出入境等方面的20条
便民服务举措。今后，在山东往
来港澳台旅游签注，将由原先的
7个工作日变为立等可取。紧急
商务、出国境应试、开学日期临
近的居民，还可以加急办证，山
东人今后旅游可以“说走就走”。

为吸引更多外国人才来我
省创新创业，公安机关依据外国
人就业主管部门签发的《外国人
工作许可证》，对符合条件的，签
发2到5年外国人居留许可。

全省公安机关将推行往来
港澳台旅游签注自助办理模
式，变7个工作日为立等可取，
为办理往来港澳台旅游签注和
领取证件的群众提供便利。

此外，为适应申请人对微
信、支付宝缴费的迫切需求，省

公安厅会同省财政厅将出入境
管理部门列为第三方支付试点
单位。下步，申请人在接待大厅
完成出入境证件申请后，即可
通过扫描回执单二维码的方
式，用微信、支付宝缴纳出入境
证件费。

按照省政府统一部署，省
公安厅出台了《关于在国家级
功能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试
点工作的实施意见》，在我省29
个国家级功能区进行试点，取
消公安机关“因私出入境中介
机构资格认定（境外就业、留学
除外）”行政审批，实行行业自
律管理，允许企业直接开展此
项经营活动。对“保安培训机构
设立、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
可证核发、典当业特种行业许
可证核发、旅馆业特种行业许

可证核发”4项行政审批，实行
告知承诺制。

此外，为更好发挥济南、青
岛、烟台3核引领作用，省公安厅
将行政审批事项“因私出入境中
介机构资格认定”，下放济南、青
岛、烟台3市公安局实施，方便企
业就近办理因私出入境中介机
构资格认定，提高审批效率。

山东省公安厅还将电子出
入境证件签注(即电子港澳台
证件签注)制作权限，逐步下放
至符合制证条件的县级公安机
关，为申请人赴港澳台提供更
加高效服务。下放居住证制作
权限，在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户
政部门和流动人口聚集较多的
公安派出所，可自行配备相应
的制证设备，实现居住证“一次
办结、当场发证”。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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