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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收到异地交通违法告知信息 咋处理？
合肥市民黄先生国庆驾车到常州过了一个别样的
假期，由于在当地未按规定行驶而受到了扣 3 分罚 200
元的处罚。
“ 对违章罚款我没意见，但不知道是不是得到
当地去办？”实际上，黄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很多车主
假期外出自驾游时，经常会出现异地违章的情况。遇到
这样的事情，车主该如何处理？记者采访了省公安厅交
警总队。
□ 记者 徐越蔷

违法发生地和车籍地都可处理
异地交通违法行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当场被开
的罚单，也就是现场处罚；另一种是电子监控拍下的交通
违法行为，也就是非现场处罚。不同的罚单，处理的方式
也有所不同。
安徽籍车辆在省内其它地市若有现场交通违法行
为，交警会现场给你开具处罚决定书，车主凭处罚决定书
在 15 家代理银行的省内所有营业网点缴纳罚款即可。
若有电子监控（非现场）交通违法行为，车主则既可以在
违法行为发生地处理，也可以回车辆登记地处理，在 15
家代理银行的省内所有营业网点缴纳罚款即可。
安徽籍车辆在省外若有现场交通违法行为，这时交
警会现场给你开具处罚决定书。
“ 因为你是异地车辆，所
以车主必须在违法行为发生地处理。可凭处罚决定书在
违法行为发生地指定银行或我省省外代收交通违法罚款
银行的国内所有营业网点缴纳罚款。”交管部门工作人员

说，若是电子监控（非现场）违法行为，车主则不仅可以在
违法行为发生地处理，也可以回车辆登记地处理。

违法告知短信不会要求转账
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借交警名义，通过群发短信向车
主发送“交通违法”诈骗通知。遇到这样的情况车主要多
留意，如何识别是否真在异地有交通违法？
“如果车辆在外地发生违章，交管部门会以短信形式
详细告知车主违章的时间、地点、违章行为以及办理程序
等。”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交管部门不
会接受任何形式的汇款或转账，也不会有带有任何的网
址链接。一般要求汇款转账或者点击链接的都是诈骗短
信，车主还需谨慎。
“如果车主不放心，可以通过各地互联
网 交 通 安 全 综 合 服 务 管 理 平 台 或 下 载 手 机 App‘ 交 管
12123’进行查询再做处理。”

互联网+交通违法处理 APP 网上办
此外，记者了解到，目前，在“交管 12123”手机 App
上，车主可查询到车主本人名下（或非本人名下已备案机
动车）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交通违法。用户可以
在“交管 12123”申请备案非本人机动车，备案成功后，可
查询非本人名下机动车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交通
违法，并可处理非本人名下机动车不记分或发生于备案
后的有记分并适用于简易程序的电子监控违法记录。

□地市传真
和县法院开展专项行动攻坚执行难
今年以来，和县人民法院通过开展各类专项活动，
集中力量破解积案、难案。截止目前，该院共受理各类
执行案件 1303 件，结案 985 件，结案率为 76%，到位金额
1.95 亿，司法拘留 71 人。
□ 张发平 唐云飞

巢湖供电开展党课演讲比赛
近日，
国网巢湖市供电公司开展
“用初心凝聚使命”
主
题党课演讲比赛。比赛通过新党课、
新演讲、
新形式，
深入
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
牢
记新时代国家电网人的使命与担当。 □ 王锐 张发平

百万豪车怼上消防栓 轻微碰擦损失超五万
日前，在含山县玉龙湖新城市广场，一辆价值百万
的宝马轿车，因司机倒车时观察不细，车辆前保险杠刮
擦到广场的消防栓，造成宝马车前保险杠及油管破裂受
损。一起轻微的碰擦事故，只因车辆价值较高，产生了
严重的经济损失。据专业修理人员评估，宝马车的维修
费将超出五万元。目前，保险公司已出险作进一步核损
修理。
□ 吴小明

马鞍山开发区大队集中整治酒驾违法行为
近日,马鞍山市公安交警支队开发区大队持续开展整
治酒驾醉驾毒驾行动,全力以赴做到压事故、保平安、保畅
通。该大队共查处酒驾6起，
醉驾1起，
极大震慑打击了酒驾
交通违法行为,有效净化了辖区道路交通出行。 □ 谢昕

孝顺无血缘关系
老人三十多年
将孝老爱亲发扬光大
星报讯（记者 祁琳） 在休宁县海阳镇，宋美俐与
丈夫王陆顺孝顺的事情，是一个美好的故事。在当地，
知道这个家庭的人都羡慕老人好福气。夫妻二人赡养
毫无血缘关系的老人 30 多年，用自己的行动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中的“百善孝为先”。
这位老人是宋美俐去世大伯的妻子朱玉好，膝下无儿无女，与
宋美俐一家人生活。现在老人身体不好，患有胆囊萎缩，每年都会
因为胆囊疾病住院治疗。宋美俐从不嫌弃，每天侍奉床前，侄女婿
更是贴心，从不嫌弃老人，对老人的呕吐物和大便，都会用手指拨
开查看，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病发。25 年前，老人得了膀胱癌，开
刀后生活不能自理，多亏了夫妇两人的细心照顾，不仅是身体上
的，还有从内心给老人以关怀，处处以老人出发。
不仅是夫妻两人，女儿女婿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也将孝老爱
亲发扬着，孝顺这位奶奶，如今，宋美俐的外孙女也已 4 岁。每天
陪在老人身边，一天到晚老太老太地叫，还陪着老人做游戏，老人
很是开心，常常对外人说，人老了，最大的心愿就是吃穿不愁，精神
愉快，她现在两样都得到了满足，是最幸福的老人。

百姓缘愿为
老年人健康保驾护航
星报讯（记者祁琳） 作为安徽省药品零售药店第一大企业，
安徽百姓缘大药房积极协办支持“2018 年第八届安徽省百名福星
孝星评选”活动。昨日，安徽百姓缘大药房总经理王忠新在谈到此
活动时说，安徽百姓缘大药房是全省药店的一面旗帜，药店的经营
理念就是“为广大中老年人健康保驾护航”，关爱老年人是我们企
业一种社会责任。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将百姓缘人的爱心奉献给
全省老年人。
安徽百姓缘大药房覆盖全省，其门店数、经营规模均居全省第
一位；药店管理也不断创新引领安徽药店发展，目前药店已经从传
统药房转变为“药房+慢病管理”管理模式，利用互联网技术，为消
费者建立电子档案，精准地服务每一位消费者，特殊患者免费送药
上门。每年为特殊的老年人群体开展免费体检活动。
王忠新总经理称，
敬老爱老是我们药店秉承的第一服务。协办
支持“2018 年第八届安徽省百名福星孝星评选”活动，我们药店向每
位福星孝星赠送了一台价值不菲的可孚·电子血压计（臂式）；这一
行动展现了药店敬老爱老服务风采，充分体现了药店的社会担当。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
祝愿所有老年人健康长寿，
幸福安康！

捡钱包 交民警 寻失主

带动更多企业
向老年人奉献爱心
星报讯（记者祁琳） 昨日合肥振亚
养老产业孙建芳院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合肥振亚养老产业有幸参与“2018
年第八届安徽省百名福星孝星评选”活
动，为广大老年人奉献绵薄之力，希望通
过活动的参与，带动更多企业向广大老
年人奉献爱心。
孙建芳院长介绍，合肥振亚养老产
业处于安徽省养老服务业中的标杆，拥
有一支年轻精干的管理团队（全部为 80
后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方面配备雄厚
的专业团队和医疗设备，如彩超、DR、呼
吸机等均是国际知名品牌；在养老方面
为老人提供精细化的服务，如为老人提
供多样化的订餐服务和品质化的文娱活
动。振亚养老产业已经实现了“品质养
老、医养融合”的目标。目前，入住振亚
的老人有 500 多位，最高年龄 107 岁，平
均年龄 84 岁。振亚养老创办的 15 年来，
始终秉承“帮天下儿女尽孝、替世上父母
解难、为党和政府分忧”的宗旨践行着奉
献社会的责任。近年，孙建芳院长在养
老行业中的突出表现，被合肥市包河区
老龄办评为“最美院长”、被安徽省老龄
办评为“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
对于参与协办“2018 年第八届安徽
省百名福星孝星评选”活动，孙建芳院长
称，百名福星孝星颁奖放在重阳节前夕，
充分体现我们企业在积极践行
“传承弘扬
敬老爱老社会美德”行动；而关爱老人也
体现了我们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奉献精神。

10 月 9 日上午 11 时许，涡阳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
民警在辖区巡逻时，一位群众报称其捡到一个钱包，希
望民警能帮助寻找失主。经民警检查，钱包里有存折、
605.5 元现金、手机及身份证一张，进行登记后，民警迅
速与银行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在银行工作人员的帮助
下，几经辗转，最终联系上了失主张某崇。
失主赶到了派出所，民警认真核对失主的身份信息，
确认钱包内的物品无误后，
将钱包交到失主手中，
并告知其
钱包是好心的群众捡到后交到民警手中的。望着失而复
得的钱包，失主张某崇激动地对好心人拾金不昧的精神
和民警积极为民排忧解难的精神表示万分感谢。□ 张静

淮南交通运输业发展成效显著
记者获悉，淮南市交通运输业围绕“对内构建立体
交通，对外发展综合运输”的战略目标，抢抓机遇、攻坚
克难、奋力推进，促进了淮南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
目前，淮南全市基本形成了以高速高铁为动脉，以国省
道为骨架，以县乡公路为支线，以航道码头为依托，干支
结合、水陆协调的交通发展格局，为淮南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交通支撑。
□记者 吴传贤

空气质量未达标
省环保厅对宿州涉气项目动态限批
星报讯（ 记者 徐越蔷） 记者昨日从省环保厅获
悉，因三季度未达到空气质量季度目标，今年 10 月起暂
停宿州市新、改、扩建涉气项目（民生工程、节能减排、生
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项目除外）环境影响文件审批。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宿州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33
微 克/立 方 米 ，未 完 成 PM2.5 季 度 目 标（30 微 克/立 方
米）。根据省政府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要求，2018
年，按季度下达各市，对未完成季度目标且排名后三位
的市，实施涉气项目环评动态限批。
据悉，宿州市改善空气环境质量，第四季度达到目
标后，由市政府提出书面申请，方可解除限批。同时，因
三季度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均达到季度目标要
求，自 10 月起，六安、淮北两市新增涉气项目环评文件
的限批被解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