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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2 日， 贵阳市

驾驶人“122” 专题交通信用积分

挑战赛启动。 本次挑战赛为期 30

天，旨在引导驾驶人主动树立文明

交通安全意识，消除影响安全出行

的风险隐患，进一步增强全民交通

出行的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12 月 2 日是第八个 “全国交

通安全日” ，当日上午 10 时，由贵

阳市文明办、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

局主办的贵阳市驾驶人 “122” 专

题交通信用积分挑战赛新闻通气

会举行。 会上，市公安交管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了启动挑战赛的目的

和方法，并对今年贵阳市治理交通

违法情况进行通报。

据介绍，今年以来，市公安交

管局加大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治理

力度。 其中，处罚不礼让斑马线行

为 1.4 万余起、 货车违法行为 31

万余起、 超速行为 38 万余起，不

系安全带以及开车拨打手持电话

行为 11 万余起。 经过治理，贵阳

市交通秩序得到改善， 驾驶人文

明驾驶意识得到提高。

为了引导驾驶人进一步树立

文明交通安全意识， 市公安交管

局在“全国交通安全日” 推出贵

阳市驾驶人“122” 专题交通信用

积分挑战赛活动。 本次活动面向

持有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核发

的准驾车型为 C 类（含）以上有

效驾驶证件的驾驶人 （贵阳籍驾

驶人）。 驾驶人可通过斑马信用微

信小程序、微信服务号、贵阳交警

官方微信微博参与活动。挑战赛采

用线上、 线下联动方式开展，设

“个人积分挑战” 和“团队积分挑

战” 两类，通过完成交通安全知识

答题、系安全带打卡、交通安全知

识学习等一系列任务来获取积分，

最终根据积分排名赢取奖励。本次

活动设有丰厚奖品， 总价值超过

10 万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强）

贵阳启动驾驶人交通信用积分挑战赛

引导驾驶人积极树立文明交通安全意识

本报讯 12月 2日， 记者从市

公安交通管理局获悉， 贵阳交警

“122”交通资讯服务热线获 2017—

2018年度省级青年文明号荣誉。

贵阳交警“122” 交通资讯服

务热线于 2010 年 12 月 2 日开通，

是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面向广

大交通参与者提供交通资讯服务

的公益性实时互动平台。热线自开

通以来，按照“主动、高效、优质、

廉洁” 服务的要求，以群众满意为

目标，通过“微笑之声” 打通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 ，让群众不跑

路、少跑路。目前，热线已累计为群

众提供交通服务近 180 万人次，其

中，人工座席有效话务量 170 万余

人次， 互联网平台回复信息 4 万

条，线下服务窗口日均接待 200 人

次，开通绿色生命通道 11 次。

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贵阳交警“122” 交通资

讯服务热线将以获得这一荣誉为

契机，不断提升业务能力，为群众

提供更加贴心的交通资讯服务。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代晓龙）

贵阳交警“122” 交通资讯服务热线获省级青年文明号荣誉

本报讯 来自贵州省交通运

输厅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指

挥部的消息，截至 12 月 1 日，我省

已建设完成高速公路入口称重检

测设施 454 个，完成率 99.34%，已

启用 440 个，启用率约 96%，预计

12 月 10 日全面启用。

据了解，2017 年 8 月， 贵州省

启动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称重检测

设施建设，建设数量为 457 个，全国

排名第八位。目前，检测设施已陆续

投用。 自实施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

称重检测工作以来， 结合大数据分

析运用技术， 我省高速公路的货车

超限率从未启动入口治超的 2018

年第一季度的 3.8%， 下降到 2019

年第三季度的 0.8%，有效提升了高

速公路营运环境安全管理水平。

记者在贵阳环城高速公路花

溪收费站看到，收费站入口前方设

置了相应的提示标志牌，提醒货车

司机降低车速，按照标志标线的引

导，主动接受检测。 对超限超载的

车辆， 检测设备 LED 显示屏会显

示货车车货重量及外廓尺寸，提示

禁止驶入高速公路，相关车辆车牌

信息及称重数据同步传至收费站

各个车道，包括 ETC 车道，电动栏

杆将不会抬杆放行。货车未通过收

费站入口称重检测或超限超载，一

律禁止驶入高速公路。

按照《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关

于治理车辆超限超载联合执法常

态化制度化工作的实施意见 （试

行）》规定，统一货运车辆超限、超

载运输认定标准为： 二轴货车，车

货总质量最大限值 18 吨； 三轴货

车，车货总质量最大限值 27 吨；四

轴货车， 车货总质量最大限值 36

吨；五轴货车，车货总质量最大限

值 43 吨；六轴货车，车货总质量最

大限值 49 吨。

另外，因城市规划发展和建设

条件限制，白云、三元、东门桥、马

家湾、遵义、龙里东、凯里 7 个收费

站限制货车驶入高速公路。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王芳 文 / 图）

贵州启用 440 个高速公路入口称重检测设施

预计 12 月 10 日全面启用

本报讯 记者 12 月 2 日

从团省委获悉 ，团省委 、省文

化和旅游厅将在全省青年志

愿者脱贫攻坚夜校举办 “乡

村文化旅游 ” 讲座 ，通过免费

专题讲座，提升群众参与乡村

文化振兴和乡村旅游发展能

力。 12 月 20 日前， 共举办讲

座 200 场。

据了解，此次讲座内容将围

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展

开， 主要聚焦传承优秀文化、发

展乡村旅游、推进乡村旅游标准

化等，群众可到当地团组织免费

报名参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衣琼）

团省委、省文化和旅游厅助力乡村振兴

200场“乡村文化旅游”

讲座免费听

本报讯 贵阳市第二届台

球锦标赛暨 “FURY 威利·LP”

杯中式台球公开赛将于 12 月

11 日至 12 日在贵阳市市民健

身中心举行。

本次比赛项目为中式台

球， 规则采用中国台球协会最

新《中式台球比赛规则》，采用

三角框摆球方式，轮流开球。预

赛 9 局 5 胜制，决赛 13 局 7 胜

制， 平抢局男子如遇女子让后

一球。

凡本省户籍及常驻本省的

10 岁以上 60 岁以下台球爱好

者， 即日起均可到贵阳市市民健

身中心四楼多功能馆登记处登记

报名或拨打电话（18685014147

付天才，微信同号）报名，报名时

间截止到 12月 11日 13:00。

比赛由贵阳市体育局主办，

贵阳市市民健身中心承办。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杜立）

贵阳市第二届台球锦标赛 11日开赛

即日起可报名

本报讯 据省气象台监测

显示，3 日夜间至 5 日白天，雨

夹雪将由我省西北部逐渐扩散

至中西部， 最低气温将破 0℃。

其中，4 日夜间至 5 日白天，中

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雪，这将是今

冬第一场雪。 5 日夜间至 8 日，

各地晴好天气归来。但气温回升

的同时昼夜温差增大，需注意防

范霜冻对农作物的不利影响。

具体预报为：3 日夜间至 4

日白天， 省的西部和北部地区

阴天有小雨， 西北部有雨夹雪

或冻雨，并伴有道路结冰，气温

有所下降， 其余地区阴天间多

云；4 日夜间至 5 日白天， 全省

阴天有小雨， 中西部地区有雨

夹雪或小雪，局地有中到大雪，

并伴有道路结冰， 各地气温有

所下降。

本周后期，全省各地将暂别

阴雨，开启晴朗模式。 预计 5 日

夜间至 6 日白天，全省各地多云

到晴，气温回升，夜间至早晨局

地有霜和雾；6 日夜间至 8 日白

天，全省各地晴到多云，省的中

西部和北部地区局地有霜。随着

天气转晴， 各地最高温将回到

10℃以上，但昼夜温差较大。

贵阳市在 4 日夜间有雨夹

雪或小雪天气，地势高处有道路

结冰，后期转为晴好天气，夜间

到早晨有霜。 具体预报为：3 日，

阴天， 气温 4℃至 8℃；4 日，阴

天有雨夹雪或小雪，气温 2℃至

5℃；5 日， 小雨转多云到晴，夜

间到早晨有霜或雾， 气温 -1℃

至 7℃。

气象部门提醒 ，6 日至 8

日，需防范可能出现的大范围霜

冻对农作物的不利影响。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我省本周或将迎来今冬初雪

图为货车通过贵阳环城高速公路花溪收费站入口称重检测设施，进行称重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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