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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步三轮车上路将!约法三章"

从昨日起#每天 !时 "#分至 $%时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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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彭慧

本报讯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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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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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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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24

分!我市中心城区主要道路一

律禁止营运三轮车通行" 接送学生三轮车#

老年人和残疾人的代步三轮车要按既定路

线行驶#停放!其间不得闯红灯#乱停乱放#

随意调头"企业和个人严禁违法生产#拼装#

改装#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三轮车!否则

将面临查处$$昨日!我市召开中心城区三

轮车专项整治大会!要求交警%城管#运管等

部门牵头!工商#质检#残联等多家单位共同

配合此次行动&

七一路!五一路等为重点整治区域

目前! 我市中心城区的三轮车有
!5444

多辆& 一些无牌无证三轮车发生交通事故

后!肇事逃逸案件频发!受害人诉求理赔无

门"'黑三轮车(大量聚集在车站%商场%医院

等地点停车候客!致使交通严重堵塞"部分

三轮车驾驶人为抢客源%地盘!不时发生打

架斗殴事件" 一些三轮车驾驶人为应付公

安%交通等部门的检查 !聚众闹事 %阻挠执

法!甚至暴力抗法!社会影响恶劣!严重影响

社会稳定) 这一现状引起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及广大市民和网民的不满&

此次整治行动的重点是*严厉打击三轮

车非法营运"严厉查处三轮车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加大对三轮车生产+销售%改拼装和报

废企业的管理力度"规范中心城区接送学生

三轮车和代步自用三轮车管理& 整治区域为

中心城区沙河以南建成区 !滨河路以南"黄

河路以北"建安路以西"汉阳路以东#%沙河

以北!中州大道桥桥头至文昌大道路段#%新

火车站广场周边等& 主要包括七一路!汉阳

路至建安路段#%交通大道!芙蓉路至建安路

段#%中州大道!文昌大道至黄河路段#%五一

路!交通大道至七一路段#%六一路!交通大

道至迎宾馆路口段#和八一大道!黄河路至

人民路段#等道路&

交警!运管!城管等部门将铁腕执法

按照要求! 公安交警部门负责重点查

处区域内快慢车道三轮车各类违法违规行

为" 市区两级交通运输部门负责重点整治

区域内车站 !包括新火车站" 客运汽车站#

周边
54

米内秩序! 包括整治快慢车道乱停

乱放行为等" 市区两级城市管理部门负责

整治区域内学校% 医院% 商场% 市场门前

及周边
54

米内秩序! 整治快慢车道乱停乱

放和占道经营等行为" 工商部门负责对销

售非法拼装% 改装三轮车的行为依法查处"

质检部门负责对非法生产% 拼装% 改装三

轮车行为依法查处" 残联负责残疾人及其

代步三轮车的源头分类排查登记汇总! 会

同公安部门落实残疾人及其车辆明显标识

的制作发放等 " 教育 % 税务 % 劳动保障 %

信访和民政% 各区政府 !管委会# 和宣传

部门各司其职! 做好相关配合工作&

代步三轮车上路将"约法三章#

据悉!残疾人代步三轮车和接送学生三

轮车都将实行牌证管理!由残联和教育部门

统一审核登记备案! 张贴悬挂专用标志%规

范管理"接送学生的三轮车准许在规定时间

和路段内行驶!严格按照指定接送地点有序

停放"本地残疾人和老年人的代步三轮车准

许在慢车道上按规定行驶!严禁从事非法营

运!严禁乱停乱放乱行"一旦出现阻挠执法%

暴力抗法的!将依法严厉打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通过种种措施!逐步取

缔中心城区非法营运三轮车!规范中心城区

代步三轮车和接送学生三轮车!彻底杜绝中

心城区三轮车各类违法违规现象!实现常态

化%规范化管理&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分为集中宣传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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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其中在治理整治阶段! 源头登

记与集中整治同时进行! 市教育局% 市残

联% 市工商局和 '四区( 负责牵头组织三

轮车基础信息排查登记汇总! 做好接送学

生三轮车% 残疾人和老年人代步三轮车的

基本情况的排查% 摸底% 汇总! 做好辖区

内三轮车生产% 销售% 改装拼装企业或商

铺的摸底调查! 分类建立健全三轮车及其

驾驶人登记台账& 各部门要重点在七一路%

交通大道 % 中州大道 % 五一路 % 六一路 %

八一大道等重点道路开展三轮车集中整治

行动! 严格依法处理&

市领导要求! 各部门要加强部门联动!

制订有效措施! 在执法过程中! 规范执法

程序! 做好非法营运和其他违法行为的证

据收集取证工作& 整治过程中! 将依法公

开曝光一批严重扰乱通行秩序% 营运秩序

和办公秩序的三轮车驾驶人违法违规行为&

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坚持周通报 % 月排名 %

月奖惩制度! 对整治期间表现突出的个人

和先进单位进行奖励! 对落后的单位和个

人予以通报批评和组织处分&

柒牌男装!

从细节入手打造干净店面

!

晚报记者 张燕 文
!

图

周口中心城区七一中路上商家云集!其

中有不少商家从不占道经营!门前'三包(等

也做得很好& 柒牌男装店就是其中的佼佼

者&昨日!记者来到柒牌男装店!发现该店从

细节入手!把门窗%柜台等每一处都打扫得

干干净净&

昨日
6

时
24

分!记者来到该店!看到店

外的电动车% 自行车整齐地摆放在停车区

内&店前台阶很干净!没有杂物和垃圾&记者

还注意到! 该店的店门和橱窗都是玻璃的!

非常干净& 一位店员正在擦拭橱窗!如图#&

'为了让店门和橱窗干净透明! 我们先用抹

布擦!然后用纸再擦一遍&(该店员一边干着

活!一边向记者介绍!店内的茶几%试衣镜等

也是用这种方法擦的&

记者走进店内!看到地板上没有任何垃

圾!在灯光照射下显得更加光亮整洁&服装%

鞋子%皮包等商品摆放得井井有条!摆放货

物的柜台也一尘不染& '我们店共有
7

名员

工!分为两组!轮流打扫卫生& (该店店长李

女士告诉记者!每天的卫生状况都有专人检

查!针对问题及时纠正&

'他们的店每天都是干干净净的! 让人

看着很舒服!值得我们学习&(附近一商户的

老板说&

'一个门店的卫生不仅要接受民众和相

关部门的监督!还要自觉维持&(店长李女士

说!为了给顾客和行人提供方便!他们都劝

说顾客把车子停放在划定的区域内& 此外!

该店也从不出店经营&

模范临街商户模范临街商户

义卖善款资助自闭症女孩"小杏花#

!

晚报记者 马治卫

本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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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西亚斯国

际文化节中国日活动在黄帝故里新郑市举

行& 淮阳芦苇画首次参展!并与芦苇画明信

片一起参加义卖&义卖善款全部资助自闭症

女孩'小杏花(&

'小杏花( 出生在郑州郊区马寨镇王庄

村一个贫苦家庭& 她的父亲张松赤木讷!

不善沟通& 她的母亲曾遭遇火灾毁容! 患

有癫痫& 她的姐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于

,4!2

年年底不幸去世& 她的奶奶已年近
64

岁&

因'小杏花(从小有多动自闭倾向!张松

赤担心她跑丢! 就在出去做工时用绳拴着

她& '小杏花(的遭遇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社

会的广泛关注&郑州市康达能力训练中心了

解到'小杏花(的情况后!免费为她做康复训

练&

为帮助'小杏花(!郑州市康达能力训练

中心的自闭症孩子制作了
244

张芦苇画明

信片! 并与淮阳芦苇画一起在第
!-

届西亚

斯国际文化节上义卖& '义卖和捐款将全部

资助'小杏花(& (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连

祥工介绍!爱心人士还为'小杏花(捐助了棉

袄%裤子%鞋子%书包等物品&

$淮阳芦苇画将在新郑义卖%新闻追踪$淮阳芦苇画将在新郑义卖%新闻追踪

"女人包吧$里到底有些啥

!

晚报记者 宋风 文
!

图

本报讯 昨日上午! 市民刘先生致电

本报新闻热线称! 一个挂着写有 '女人包

吧(招牌的板房出现在市区德化街上&他告

诉记者*'明明是一个卖提包的小店! 为什

么要起一个容易让人产生歧义的名字, (

昨日上午! 记者来到中州大道与德化

街交叉口附近! 看到刘先生所说的板房位

于路口西侧& 这个板房下面轮子! 房门紧

闭!但门头招牌上的'女人包吧(非常显眼

!如图#&

透过窗户!记者看到里面没有商品!墙

上有挂衣服的网格!角落里有一个广告牌!

隐约可看到'

8

恤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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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字样& 据附近商

户介绍! 这里曾经是一家卖衣服和皮包的

小店!目前没有营业&

'如果不知道内情!第一次看到这个店

名!你会觉得里面经营的是什么, (刘先生

认为!这个店名太容易让人产生歧义了!既

然目前没有营业!店主还不如把招牌换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