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慈善总会

举办迎新年环河小马拉松赛
本报讯 !记者 窦娜 "冬日的

严寒难挡长跑运动爱好者的激

情# 为庆祝
!"#$

年元旦节$

#

月
#

日早晨$ 市慈善总会举办 %福彩

杯&环河小马拉松比赛$我市近百

名长跑爱好者以独有的方式庆祝

新年的到来#

当日
%

时许$前来参加%福彩

杯& 环河小马拉松赛的长跑运动

爱好者陆续到达指定现场# 他们

中有年龄
&"

多岁的老者$也有
!"

多岁的年轻人#

在跑完
&'$

公里全程后$长跑

爱好者李新说'%以这样的方式庆

祝新年的到来$我觉得很快乐$非

常感谢市慈善总会为我们这些长

跑爱好者提供在一起运动的好机

会# &李新告诉记者$跑步已经成

为她生活的一部分$ 她会一直坚

持下去#

据了解$%福彩杯&环沙颍河小

马拉松比赛是由市慈善总会 (市

田径协会( 市社工协会彩票工作

委员会发起$ 广大社会长跑爱好

者共同参与的一项公益活动# 赛

程路线起点终点都在大庆路桥南

头$沿沙颍河北堤至东环路$再沿

沙颍河南堤折回$全程共
&'$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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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严交规#吓退闯灯车

我市机动车呈现文明驾驶新气象
本报讯 !记者 李瑞才"

!"+$

年的元旦

节$适逢%史上最严交规&实施$记者在市区

采访发现$ 由于新交规对于闯红灯( 闯黄

灯(超速(故意遮挡污损号牌等交通违法行

为加大了处罚力度$在%苛刻&交规的威慑

下$ 我市广大司机的素质似乎在一夜间提

高了不少$ 驾车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大

大下降$ 市区的机动车呈现少有的文明驾

驶新气象#

去年
+"

月份刚刚取得驾照的王女士

是我市一家企业的职工$ 元旦期间她本想

载着父母外出游玩$但是新交规%实习车上

高速公路必须由持相应车型驾驶证
$

年以

上驾驶人陪同& 的规定让她不得不放弃了

原计划# 王女士表示'%本想拿到驾照后就

可以开车外出游玩了$ 但是新交规的这项

规定$让我不敢去碰)高压线*$只好选择坐

长途车出行# &

%开车拨打和接听手机(不系安全带都

会被扣分罚款$这些规定好$可以改掉许多

司机的不良习惯$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

作为一名有多年行车经验的老司机$ 以开

出租车为生的刘师傅对刚刚实施的新交规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现在只要开车出

门$他上车就会自觉系好安全带$在开车过

程中$尽量做到不接打电话$虽然开始有些

不习惯$但只要坚持去适应$就可以改掉驾

车陋习$这些既避免了违章$又为自己和他

人带来了安全$他认为值#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面对 %史上最严

交规&$大多司机均表示认可# 他们认为$新

交规对闯红灯(闯黄灯(超速(故意遮挡污

损号牌加大处罚$对酒驾(超速(高速公路

上倒车等行为实行%零容忍&$将会对保障

民众出行安全与道路的和谐畅通起到关键

作用# 因为这些违规行为不仅会对普通行

人造成危害$ 而且对其他车辆的危害也是

相当大的$ 加大处罚力度会对驾驶人产生

威慑力$ 有利于增强驾驶人的文明驾驶意

识$确保道路文明畅通#

市民热议新交规
本报讯 !记者 马月红"为了

有效遏制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公

安部新修订了+机动车驾驶证申

领和使用规定,$ 对部分交通违

法行为的处罚标准进行了调整#

闯红灯由以前的扣
$

分变成现

在的扣
&

分- 有意遮挡号牌$记

+!

分# %史上最严交规&的热议不

绝于耳#

+

月
+

日下午$记者在市

区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大多数

人表示对新交规有一些了解#

车牌号为豫
,!-.--

的私

家车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

%新交规变严格是好事$ 不管是

对司机还是对行人都是好事$这

些年买车的人太多了$都快导致

用车环境恶化了# &的姐方女士

说'%都说出租车司机素质差$其

实那只是小部分司机# 我们天天

在路上行驶 $ 所以最关心新交

规 $ 我个人还是觉得严格一点

好$对故意闯红灯(乱占道停车(

遮挡号码的人就应该严惩$还有

一些非常容易导致交通事故的

不文明驾驶行为$ 如强行并道(

拐弯不打方向灯(会车不关大灯

等$这些都应该受到处罚# &

市民张先生去年年初买了

车$他认为新交规实施后 $闯红

灯就扣
&

分 $力度太大了 $总共

+!

分$扣两次就没了# 范女士则

说 $ 交通规范是文明进步的表

现$严格惩罚就是为了让人更好

地执行$ 也是为了社会的稳定$

保证人们的生命安全#

市民聂女士认为$对于遵守

交通规则的人来说$扣不扣分都

是一样的$因为那些严厉的规定

都是约束他人行为的$自己只要

不违章$扣多少分都不重要#

市民孙先生说 '%任何新规

的出台都有一个适应过程$慢慢

习惯了$就会从强制行为变成自

觉行为# 如果司机都能时刻提醒

自己遵章行驶$交通事故就会大

大减少# &

某中学一名女教师的话值得

深思'%)史上最严交规*虽然是一

剂猛药$ 但我个人还是觉得道德

与文明终究需要内心的自觉# &

交警部门解读新交规

闯两次红灯要参加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考试

本报讯 !记者 赵金"公安部

新修订的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

使用规定,于
+

月
+

起施行# 新规

较原先有哪些更改$ 新条令颁布

后对驾驶员有哪些影响$昨日$记

者采访了市公安交警部门相关人

员#

据介绍$新规对校车(大中型

客货车( 危险品运输车等重点车

型驾驶人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提

高了记分分值$记分项由
$/

项增

加至
(!

项# 一是新增使用伪造和

变造校车标牌( 校车超员
!01

以

上记
#!

分$不按规定避让校车记

&

分等涉及校车管理的记分项#二

是新增记
#!

分的记分项
!

项# 中

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校车(危险

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公路( 城市

快速路上超速
!01

以上的记
#!

分- 未取得校车驾驶资格驾驶校

车的记
#!

分# 三是由记
&

分提高

到记
#!

分的记分项
*

项# 机动车

超速
(01

以上$ 中型以上载客汽

车和危险物品运输车辆疲劳驾

驶$ 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或者故意

遮挡(污损(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

号牌$ 营运客车在高速公路车道

内违法停车$ 由记
&

分提高到
#!

分# 四是调整表述的记
#!

分记分

项
!

项 # 将公路客运车辆超员

!01

以上调整为营运客车(校车超

员
!01

以上-根据+道路交通安全

法,修改决定$取消了原醉酒后驾

驶机动车记
#!

分的内容$规定饮

酒后驾驶机动车记
#!

分# 五是细

化了超速的记分标准$任何道路$

超速
(01

以上一律扣
#!

分#

市交警支队宣传科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据统计$

!0#!

年上半

年$ 全国公安交管部门共查处因

驾驶机动车闯红灯交通违法数量

比
!0##

年上 半 年 上 升
$!2(1

#

!0##

年$ 全国因闯红灯导致的交

通事故共
*%&/

起$造成
##%(

人死

亡#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

对驾驶人违反交通信号的行为 $

处警告或者
!0

元以上
!00

以下罚

款$同时予以记分# 为进一步提高

违法成本$有效警示驾驶人$新规

规定$ 对违反交通信号的驾驶人

的记分分值$ 由一次记
$

分调整

为记
&

分#

闯两次红灯记
#!

分属于累

计记分达到满分$ 公安交管部门

将扣留驾驶证$ 驾驶人要参加道

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学习并接受

考试# 考试合格的$ 记分予以消

除$发还驾驶证 -考试不合格 $继

续参加学习和考试# 同时+道路交

通安全法,规定黄灯表示警示$并

规定机动车遇路口时应减速通

过$ 黄灯亮时已经越过停止线的

车辆可以继续通过$ 还未越过停

止线的车辆应停车$ 否则将对驾

驶人处
!0

元以上
!00

元以下罚

款$记
&

分#

聚焦新交规

火爆促销 众商家争抢新年!首桶金"

本报讯 !记者 窦娜"元旦三天假期里$

市区各大商场( 超市纷纷推出了花样繁多

的迎新优惠活动$ 以此挖掘新年的 %首桶

金&# 而市民也毫不吝啬地掏钱%扫货&$商

家销售收入节节攀升迎来元旦消费的 %开

门红&#

商场!付钱排长队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分男女$无论老

少$趁元旦这个小长假$为家人和孩子置上

一套新装$来个改头换面$一身轻松与愉悦

地走向
!0#$

年$这是不少市民的想法#

#

月

#

日$ 市区几乎每个商场都是人山人海$收

银处也排起了长队$ 抽奖或者领赠品的地

点更是人声鼎沸..

%可能是因为假期短$不少市民都选择

了逛商场过元旦$这几天的顾客非常多$我

们的收银台都不够用了# &某商场负责人告

诉记者#

记者注意到$在商场(专卖店淘宝的以

!(

岁至
*(

岁的时尚男女为主$但也不乏讲

究实惠的中老年人# 市民张先生笑着对记

者说'%陪老婆去商场血拼$ 已是每年迎新

的保留活动 $ 但确实能买到超值的好东

西# &

超市!小商品促销力度大

在市区各大超市$ 记者看到$ 不少蔬

菜(鲜肉(水果及休闲食品都被贴上了元旦

促销的特价标签# 一位正在选购点心的女

士对记者说'%我儿子挺爱吃点心$ 趁元旦

优惠就多买些# &

在一家超市内$记者注意到$不少日用

品也打起了折扣$吸引了不少市民选购# 市

民孙小姐正在挑选化妆品( 沐浴露等生活

用品$她告诉记者$这些东西都离不了$干

脆趁着元旦打折买一些$还能参与抽奖$何

乐而不为呢/

餐饮!打折促销推出新菜品

每逢假期$ 不少市民就会趁机放下繁

重的工作$和亲朋好友围坐在一起吃吃饭$

联络一下感情# 面对假期大量消费人群$各

路餐饮商早已使出看家本领$ 准备出奇制

胜$把握一年一度的节日商机#

%为迎接元旦和春节的到来$我们推出

了价位不等的优惠套餐$ 同时根据客人喜

欢尝新(尝特(冬季食疗进补的习惯$我们

还增加了特色饮食项目( 滋补系列和回赠

现金券等方式$用特色美食吸引客人# &市

区汉阳路一家饭店的工作人员介绍#

#

月
!

日晚$ 记者在市区汉阳路看到$

几乎每家饭店都是爆满# 市民张先生说$由

于吃饭的人多$ 他和朋友已经换了两家饭

店#

家电!推出"元旦特价大餐$

为了打好元旦这场开年之战$ 我市各

家电卖场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

月

#

日$记者在市区的家电卖场看到$大到彩

电(冰箱(空调$小到手机(剃须刀(电吹风

等电器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优惠#

刚刚乔迁新居的孙女士在中州大道某

家电卖场购买了两台空调# 孙女士说$过节

各商场往往都有促销活动$赠品还不少$这

个时候买比较实惠$另外$元旦放假了$有

时间好好挑选# 孙女士的说法$代表了大部

分市民的选择# 该商场负责人介绍$元旦期

间彩电(冰箱卖得好不说$电脑等数码产品

的销量也是出乎意料的好#

节日购物警惕商家促销陷阱
!

事新

打折销售!购物送券!亏本甩卖""

元旦#春节期间!商家的各种促销活动迎

来了新一轮高峰$然而火热的消费市场背

后!也有不少圈套和陷阱$

%买物送券& 暗藏猫腻' 许多商家以

欢庆春节# 回报消费者为名! 推出 %买

多少钱送多少钱& 的促销活动! 即购买

多少钱的商品! 送多少钱的购物券' 这

种采取返还礼金券# 代币券等手段钓住

消费者! 以循环不断的蝇头小利! 误导

消费者进行滚动式消费! 使消费者引入

循环消费的陷阱'

打折优惠%诱&而不惠' 一是先虚构原

价假打折'部分商家利用消费者喜欢购买

打折商品的心理!随意虚构原价!所谓的

优惠也%纯属虚构&' 二是先提价再打折!

看似便宜了!实则没有!这其实是商家玩

的一种障眼法'

%亏本&促销设下陷阱' 消费者看起来

买到了便宜的商品!占了点小%便宜&!其

实商家已经把积压多年的#残次商品处理

给消费者了'

由此可见!在年末促销潮中!消费者

要睁大眼睛谨防包括 %价格欺诈&#%送券

误导&#%循环消费&等陷阱!理性消费' 要

多走多看!货比三家!并根据自己的实际

需求购买!同时要了解商家活动的详细规

定!真正做到明明白白消费'

出租车价格是调整了%还是乱收费&

市民孙小姐'电话
!"#$$$$$$$$

(!

#

月
#

日晚上
/

点!我乘出租

车回家!司机说起步价涨了!

(

元' 在行驶途中!司机又说每公里运价也

涨了!

#3(

元' 说是从
+

月
+

日开始涨的' 当天上午!我坐出租车的时候

还是起步价
*

元(含一元燃油附加费)!每公里
+

元!怎么一天的时间两

个价*前不久!我看到关于出租车调价的信息!不是说
+

月
+"

日要召开

听证会对调价的事情进行讨论吗*现在听证会还没有开!出租车就把价

钱涨了!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是真涨了!还是出租车在乱收费*每逢过年

过节!下雨下雪!出租车就乱要价!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好好管一管!不要

光公布投诉电话而没有回应' '记者 窦娜 整理(

与 !"家客运企业共商源头化管理
市高速交警支队召开约谈会

本报讯 !记者 赵金" 元旦节

前$市高速交警支队召开
$"

家客

运企业负责人约谈会$ 进一步加

强客运车辆源头化管理$ 深挖客

运企业存在的管理隐患$ 落实企

业安全主体责任$ 预防和遏制重

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约谈会上$ 市高速交警支队

通报了
+)

家客运企业所属车辆

具有严重违法行为的违法信息和

处理情况$要求他们
+(

日内对车

辆违法信息处理完毕$ 并将对驾

驶员的处理情况送达市高速交警

支队# 向
/

家发生交通违法行为

较多的企业送达 +责令企业安全

管理整改通知书,# 同时要求客运

企业加强内部管理$ 摆正安全与

效益的关系$严格驾驶人(车主安

全教育制度$ 落实客车出站登记

制度和客车检验制度$ 严把客车

安全检验关( 出站关$ 杜绝车辆

%带病 &上路 $坚决落实凌晨
!

时

至
(

时落地休息规定$ 从源头上

消除安全隐患#

$

家企业负责人作

了表态发言#

随后$ 市高速交警支队与各

客运企业逐一签订了 +高速公路

交通安全承诺书 ,$发放了 +致驾

驶员朋友的一封信 ,(+大型客车

限速九十的通行规定, 等宣传教

育资料# 各企业负责人(驾驶员的

联系方式也加入了市高速交警支

队移动通信平台$ 方便及时将最

新的交通治理行动和路况信息向

企业发布$ 并随时接受运输企业

和驾驶员的意见和建议#

据了解$

!"+!

年以来$市高速

交警支队共约谈辖区客运企业
%

次$处罚企业安全负责人(安全员

/

人$签订安全管理责任书
&*

份$

大大提高了对客运车辆的列管

率(抄告率和处罚率#

管一管国道上的占道经营

+

月
+

日上午!

+"&

国道淮阳县安岭镇政府南两公里的路段东西两

侧分别被众商户设摊挤占' 由于行人和车辆较多!不长的一段路!走了

+

个多小时' 附近的村民称!在这段国道上逢%十&成会有一段时间了!

道路拥堵不仅是家常便饭! 有时还会发生交通事故' 希望有关部门管

一管' !本报记者 摄"

!

西华县公安局清河驿派出所户籍室以%亲情户政&为理念!积极开展%警民和谐一家亲&爱民实践活

动' 图为该所户籍民警在为一位来办二代证的孕妇整理衣服' !任君箫 李书洲 摄"

元旦盘点!

说说出行!消费那些事儿
!

齐中熙

5

天的元旦假期结束#这个假

期虽然不长$ 引人关注的新事物

倒是不少$特别是出行(消费那些

关系百姓生活的事儿#

新开高铁成运输增长点

由于假期较短$ 人们旅游出

行意愿并不强烈$ 公路主干线一

路畅通(民航平稳运行$倒是去年

新开的高铁成为运输亮点$ 带动

节日客流大幅增长#

6

月
6

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789/3

万人$同比增长
68/5:

$比去

年元旦期间高峰日增加
78;2

万

人$ 创历年元旦假期单日旅客发

送量新高# 其中$作为高铁枢纽的

武汉铁路局增幅最高$ 达
<6;3:

#

坐高铁出行$便捷舒适$为出行人

们提供了更多选择#

公路方面$ 交通运输部新闻

发言人何建中表示$ 由于假期整

体交通出行需求较为平淡$ 公路

短途出行特征明显$未现拥堵#

出行新规尚需完善磨合

虽然交通出行较为平淡 $但

元旦当日一系列出行新规的实施

成为社会关注焦点#

+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

险条例,废除# 火车票有了
4;7=<

元不等的降价# 降价大家没意见$

问题是有人担心强制保险取消后

出了事铁路还管不管/ 另外想买

保险的旅客去哪买/

铁路部门回应说$ 旅客在铁

路运输过程中发生人身伤害 $属

于铁路运输企业责任的$ 铁路仍

将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赔偿 #

一些车站内会设立意外伤害保险

销售点#

元旦起$ 通过电话预订火车

票的旅客可凭有效证件$ 到全国

任一车站窗口或代售点换取车

票$实现了全国通取#

此外$ 一代居民身份证废止

使用$ 元旦当日极个别旅客因此

耽误了行程#

这个元旦$公路(铁路未现拥

堵紧张$倒是被称为 %史上最严 &

的新交规实施引发热议$ 特别是

其中%闯黄灯扣
8

分&的规定#

如何完善/ 期待相关部门的说

法#

让百姓踏实消费

这个假期质量安全仍让人担

忧# 元旦前$国家质检总局通报了

食用油(肉制品(炒货坚果食品等

质量监督抽查情况$ 结果让人惊

出一身冷汗#

%东北纯&笨榨熟豆油(%八旗&

大豆油(%鸿英&炒货老奶奶花生分

别检出了超标的苯并!

$

"芘(黄曲

霉毒素
>6

$均是强致癌性物质#

对此$ 质检总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国家质检总局对节日期间

食品安全( 节日热销产品质量安

全等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 要加

强食品生产加工环节质量安全监

管工作$ 做好日用消费品质量监

督和执法打假工作#

其实$做好平时工作比节假日突

击检查会更加有效#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