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江东路道

路施工 7月4

日起交通组

织有变》追踪

7月4日起，清江东路周边道路交通

组织将有重大调整。清江东路作为连接

成都市东西方向的主干道，施工期间西

门片区市民的出行，将通过抚琴西路一

线、青华路分流。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

者在抚琴西路二环路路口直击晚高峰

出城交通状况。

昨日16时50分，成都商报记者在抚

琴西路二环路路口看到，此时晚高峰还

没开始， 出城的车流量就已经非常大

了。下午5时，潮汐交通组织模式开始，

禁止机动车进城， 出城车道车辆增加，

出城的交通压力稍有缓解，可是车流量

增加明显。

交警二分局民警刘元志介绍，晚高

峰， 东门街-抚琴西路-蜀汉路一线交

通压力比较大， 随着7月4日起抚琴西

路、永陵路、槐树街、东门街四条道路暂

时取消晚高峰时段17:00~19:30由东向

西（出城方向）单向通行交通组织，恢

复进出城双向通行，这一线的交通压力

将会陡增。

“随着清江东路浣花北路口至清

江南街实行机动车由东向西（出城）

单向通行，本来从清江东路一线进城

的车辆势必从平行道路绕行，但请驾

驶员不要只盯着抚琴西路一线。”除

此之外，刘元志建议，驾驶员还可通

过一环路、 内环线转换至营门口、青

华路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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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真是逗硬

这些理由都说不脱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摄影记者 卢祥龙

核心

提示

赵庆珍：

21年替战友尽孝

赵庆珍是江苏徐州铜山县人，

1989年8月经高考招飞入伍，他在学

校里见到了来自四川邛崃的小伙子

余江。他们同吃住、共训练，结下了

深厚的袍泽之情。赵庆珍告诉记者：

“一次闲聊时，余江跟我说起，万一

我俩谁在战场牺牲了， 或在执行任

务的时候出了什么意外， 活着的人

就要帮着照顾家里。”

1993年8月23日，余江在进行一

次夜间飞行训练中不幸壮烈牺牲，

赵庆珍有了一个信念：“我要替他

照顾母亲，为他尽孝！”

赵庆珍按照余江生前的习惯，

每半个月就给余江的母亲程秀莲写

一封信，每一封信的开头都是“妈

妈”，而落款都是“江儿”，这样的

通信一直持续到1998年， 程秀莲家

装上电话为止。

1994年春节，赵庆珍在武汉开往

成都的火车上站了25个小时，又坐了

3个多小时的汽车， 赶到邛崃牟礼镇

风林村看望程秀莲。 此后连续5年的

春节，赵庆珍都回邛崃看望妈妈。

2000年， 赵庆珍与一位邛崃姑

娘喜结连理。2007年，赵庆珍如愿转

业到邛崃工作。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

照顾妈妈。至今21年来，赵庆珍都把

妈妈放在心上， 在家时常常陪着程

秀莲散步、买菜、逛公园。程秀莲的

邻居蔡大姐说：“她这个儿子比亲

儿子还亲，我们都好羡慕她。”

刘源：

十年如一日行善事

刘源是成都电业局高新共产党

员服务队队长， 先后从事过用电营

销、变电检修、人力资源管理、配网

抢修等多项工作， 早年练就了一身

过硬的专业技能。2005年，当他听说

党员服务队由于工作24小时值班、

工作量多、内容杂，很多人不愿意去

那里工作，他却主动请缨，加入了成

都高新共产党员服务队， 并且在这

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

刘源所在的高新供电局共产党

员服务队负责成都市47个社区、100

多万人口的用电故障抢修， 平均每

月抢修600次以上，还承担着社区用

电服务及扶贫济困工作。

2009年初， 针对成都玉林北路

社区电动自行车不断增多， 频频出

现的私拉乱接威胁居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时， 刘源广泛征求了社区居民

的意见建议， 带领服务队员利用休

息时间， 在15个具备条件的社区成

立了用电服务站， 设立了16个电动

自行车充电点，安装充电箱71个。并

对原有老旧线路进行清理和更换，

在杜绝私拉乱接现象和火灾隐患的

同时， 为居民电动自行车充电提供

方便， 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居民的

充电难问题。

在工作之外， 刘源也是热心助

人，送老人回家、借钱给别人充值电

表，留守儿童的父母不在身边，刘源

也甘当爱心哥哥。

成都商报记者 唐奇

城管处罚乱丢垃圾

一个月执法46起

成都商报讯 （记者 李秀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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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成都市城管、交警、交通等

部门联手，开始对车辆乱抛、站台

乱丢联合执法。 一个月内，450余

人次因为“两乱”被劝导教育，60

人被处罚。其中城管执法46起，交

警执法14起。

城管委法制处相关负责人透

露， 目前处罚和网友曝光的 “两

乱”不文明行为中，乱丢矿泉水瓶

和乱扔纸屑的情况最多， 其次是

乱丢烟头。 今后执法人员会遵循

“程序到位，文明执法”的原则，

利用公安天网系统， 对中心城区

和绕城高速道路机动车乱抛行为

进行抓拍取证，实施动态监督；同

时，市民也可以利用相机、手机、

DV、 行车记录仪等形式共同参与

监督， 把拍到的不文明行为视频

和照片上传到 “成都市城市管理

委员会”微信公众号，运用互联网

的力量，治理好“两乱”。

成都商报讯（记者 雷浩然）

就在4月

中旬，位于新津县迎宾大道234号的“新

津县行政审批局” 的牌子悄然替代了

“新津县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的牌

子，这也是全省首家县级行政审批局。本

月1日，该局正式启用“新津县行政审批

局行政审批专用章”（简称“行政审批专

用章”）， 集中就173个行政审批事项向

市民提供接办和咨询服务。

走进新津县行政审批局大厅，成都

商报记者看见， 这里共设置了商事登

记、社会事业、城管交通、投资立项、涉

农事项、社会事务6大服务区。1日，该局

正式启用行政审批专用章，就“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等173个行政审

批事项向市民提供接办和咨询服务。这

173个行政审批事项由县建设局、 县卫

计局等22个职能部门划转而来，其中项

目规划和建设审批类26项、社会事务审

批类39项、商事登记审批类20项、农业

和农村事务审批类53项、城市建设和管

理审批类35项。也就是说，原来22个职

能部门的公章不再用于这173个事项的

行政审批，仅需行政审批专用章“一枚

印章”落印即可。

行政审批专用章启用首日， 六大服

务区共办理行政审批业务41件、 受理12

件，向市民提供相关咨询服务85次。

据新津县行政审批局负责人介绍，

与此前县政务服务中心相比， 县行政审

批局运作模式最大的特点在于 “真正做

到化多个部门为一个部门”，六大服务区

受理行政审批事项后， 所有审批素材在

行政审批局这一个部门内部流转， 为市

民提供“车间式流水线”服务，将有效避

免市民在多个部门之间来回跑， 甚至遭

遇“踢皮球”的现象；全面推行“审管分

离”，让行政审批局和各职能部门各司其

职，一方面提高了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也

破除了政府部门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的局面。

该局还计划在两年内进一步建立

健全规范化的行政审批和监督管理机

制，实现社会投资项目从备案（核准）

到取得施工许可证累计审批时间缩短

至36天内，网上审批事项达150项以上；

完成12个镇乡（街道）和106个村（社

区）政务服务载体建设和功能拓展，实

现简单便民服务不出村，与市民生产生

活密切相关的行政审批和便民服务不

出镇。

借无牌车上路 同样被罚了

就在交警对李女士进行处罚时，现场聚

集了不少围观的市民。这时，交警发现，一名

穿绿衣服正在看热闹的小伙子，推着的电动

自行车也没有上牌。

“小伙子，你的电动自行车也没有上牌

照哦！”此时，这位小伙子用普通话大呼“冤

枉”。“我前天才来的成都，今天才买的电动

自行车。”小伙子辩解。此时，仅仅是上午9时

10分，小伙子是在哪里买的车，有什么购车凭

证呢？面对质疑，小伙子慌了神，自知无法自圆

其说，他又改了说法“电动自行车是我昨天买

的，凭证不在身上”。

这位姓周的小伙子，找了很多借口，都被

现场交警一一戳穿。最后，他也只能乖乖认罚。

同样是在一环路跳伞塔路口，9时20分

左右，一名年轻女孩骑着没有上牌的电动自

行车被交警挡下。“我不晓得没有上牌。”这

位女孩说，她知道自7月1日起必须上了牌的

电动自行车才能上路，“这辆（电动自行车）

是我借朋友的。”随后，交警一分局民警对这

辆电动自行车进行了检查，女孩也找朋友进

行了确认，证实该车确实没有上牌。

“即使是借朋友的车，上路前也要搞清

楚到底上牌没有。”现场，交警对女孩作出了

罚款50元的处罚。

在双流县办证中心， 清一色都是娘

子军，唯一的男性就是51岁的崔朝刚，人

称办证中心的“一枝花”、“崔大爷”。崔

朝刚的本职工作是双流县办证中心的信

息安全员，负责和各项电子设备打交道，

同时也兼任着不少“副业”，比如流动上

门工作、外勤民警、甚至保安……在平凡

的工作岗位上，崔朝刚日复一日、兢兢业

业，10年的工作付出，获得人人交口称赞

的好名声。

2005年，崔朝刚从双流县公安局网

监大队调到办证中心负责信息安全工

作，一个人“包揽”了中心电子设备的

管理维修。大厅的电脑、打印机在频繁

的使用中易出故障， 崔朝刚跑上跑下，

刚换完打印机色带又去安装维护网迁

工作，还要调整居民身份证系统，一天

在大厅来回几十趟。每天繁杂琐碎的工

作他却并无倦怠， 乐观的崔朝刚笑言：

“今天运动量够了， 都不用再出门锻炼

身体了。”

办证中心在每周六和节假日开展

延时服务期间，需要两名保安确保中心

安全，由于延时服务时间长，安保队员

也犯难，崔朝刚此时站了出来，“保安平

时本来就辛苦，节假日要休息也可以理

解，算了，我是男民警，可以当保安用，

累不死的。”

除了信息安全员和客串保安， 崔朝

刚还担任了流动上门工作组组长兼办事

员、服务文明志愿者、外勤民警等，庞大

的工作量让他从未完整过完公休假。双

流县公安局办证中心面对特殊人员的办

证问题启动了“流动上门服务”，而这项

政策的执行人就是崔朝刚。 他常常驾驶

着警车走街串巷，进社区、进校园、进家

庭，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为成千上万

群众提供户政服务，收到的感谢信、锦旗

不计其数。

崔朝刚说， 自己也曾羡慕英勇无畏、

惩恶扬善的刑警，但面对平凡的岗位依然

选择了坚守和奉献，“我的工作很普通，

我做的也只是本职工作， 群众需要我，我

就去做，哪怕再难。”

拨打86613333－1

推荐“最美警察”

谁是你心中的最美警察？由市公安

局、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联合主办的

2015年首届 “成都榜样·最美警察”评

选 活 动 正 在 进 行 中 ， 欢 迎 您 拨 打

86613333－1，推荐您心中的最美警察。

此次活动候选人推荐范围为全市在职

公安民警、公安现役官兵，主要面向基

层一线民警、官兵。

日前， 市民刘女士拨打商报热线，推

荐成都永陵公园路口一位执勤的交警，警

号是0167。刘女士说，虽然不知道这位交

警的名字，但每次路过都能看到他姿势很

标准，工作很认真。

成都商报记者 张漫 实习生 任毅

警方供图

逗硬无牌电马儿 首日查处1324起

昨日起正式严禁无牌无证电动车上路 全市出动警力3000人执法

昨日起，我市严禁无牌无证电动

自行车上道路行驶。根据《成都市非

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驾驶未经依

法登记上牌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

驶，路面执勤民警将对驾驶人处以50

元罚款，并责令其不得继续上道路行

驶；对于不当场缴纳罚款的，将暂扣

其电动自行车。

据悉， 昨日全市共出动警力

3000人，综治队员800人，截至昨日

傍晚6时， 中心城区共处理无牌无证

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的交通违法行

为1324起。

昨日上午9时05分， 在一环路跳

伞塔路口，一名穿碎花连衣裙的女士

被交警拦下。“你的电动自行车没有

上牌！”在交警的示意下，女士下车

掏出了身份证。

“6个月的集中上牌期，你为啥不

上牌呢？”面对记者的提问，这名姓李

的女士很不好意思，她没有正面回答，

只是用单手捂着脸，还流下了泪水。

交警一分局民警介绍，根据《成

都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驾驶

未经依法登记上牌的电动自行车上

道路行驶，路面执勤民警将对驾驶人

处以50元罚款，并责令其不得继续上

道路行驶。现场，李女士缴纳了罚款，

推着电动自行车离开。

上午：

9

时

05

分

地点：一环路跳伞塔路口

处理结果：罚款

50

元

为啥没上牌？驾驶员无言捂脸

首张罚单

逗硬现场

绕行道路哪条好走？最好不选抚琴西路一线

7月4日起，抚琴西路、永陵路、槐树街、

东门街四条道路将暂时取消晚高峰时段17:

00~19:30由东向西（出城方向）单向通行交

通组织，不过从营门口立交方向驶到二环路

抚琴西路一线路口的车辆， 在工作日的17:

00~19:30依然不能左转经这一线进城。同时，

从成温立交方向驶入二环路化成路口的车

辆，7：30~19：30的白天时段依然禁止右转驶

入抚琴西路。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提醒

晚高峰单行道取消了

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

新津成立全省首家县级行政审批局

集中接办173个行政审批事项 避免市民多个部门来回跑

崔朝刚，

51

岁， 双流县公安局

治安大队治安防范人口管理中队

民警，从警十五载 ，是办证中心的

信息员、 流动上门服务工作者。自

2007

年以来， 先后

2

次受到市局嘉

奖 ，

2

次受到县局嘉奖 ，

2

次被县局

评为先进个人。

这个户政民警角色多 保安外勤都客串

人物档案：

主题活动网页

:http://by.chengdu.cn

推荐热线

:

成都文明热线

96110

监督电话

:61887874

崔朝刚为群众上门办证

交警向这位女驾驶员开出首张罚单

昨日的跳伞塔路口，交警和协管员正在检查一辆牌照过期的电动车

交警权威发布

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成都商报

关注《成都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