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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嘴线中段改造工程主体

完工啦

晨报讯（记者 李鹏）12月 15日，葛嘴线中段改

造工程主体完工。 这是记者昨日从市公路局得知的

消息。

S302葛嘴线（濮阳范县葛口～安阳林州嘴上）中

段改造项目起自山城区石林镇李古道村， 向西至鹿

楼乡西窑头村与现有 S302 线连接， 项目全长 9.3 公

里，按二级公路技术标准设计，设计时速 80 公里，路

基宽度为 15 米，路面宽度为 13.5 米，施工总合同价

7629万元，目前完成施工投资 6000万元。

据市公路局工作人员介绍，葛嘴线中段改造工程

完工后，将对山城区拉大城区框架，完善城区功能，推

进沿线经济特别是宝山产业集聚区、石林陶瓷园区的

发展，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晨报讯（记者 苗苗 实习生

刘宏娇）12 月 19 日上午， 位于淇滨

区淇水大道与珠江路交会处的龙门

大厦主体封顶，至此，“9+1”工程 10

座标志性建筑已全部封顶。

龙门大厦位于淇滨区淇水大道

东，横跨珠江路，由两栋塔楼和顶部

连接体组成，宛如“龙门”的形状，占

地面积约 41 亩， 高约 90 米， 共 23

层，建筑面积约 8.7 万平方米，总投

资约 2.4亿元。

记者在现场看到， 整座建筑外

形简洁大气，并在顶部大跨度连接，

突出“门”建筑的挺拔感和现代感，

龙门大厦俯瞰淇河美景， 与东侧的

鹤壁东站相望，和周边建筑、环境保

持高度的统一协调。

据介绍， 龙门大厦的设计理念

来源于鲤鱼跳龙门，项目建成后，必

将成为我市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2 5 日到市艺术中心

听歌剧新年音乐会

聆听新年音乐会已成为越来越多人“辞旧岁迎

新年”的选择，2013 年新年的脚步临近，意大利爱乐

乐团携手世界著名三大男高音， 将于 2012 年 12 月

25日圣诞节在市艺术中心为鹤壁观众奉上中原首场

歌剧新年音乐会。 音乐会由鹤壁银行、淇河酒业、天

馨地产主办，鹤壁百禾艺术中心管理有限公司承办。

意大利歌剧是世界上最醉人的旋律之一， 意大

利爱乐乐团一直把罗西尼、威尔第、普契尼三大世界

歌剧大师的代表作作为乐团永恒的保留曲目， 自成

立之日起便引起世界乐坛高度关注， 所到之处无不

受到乐迷的追捧，被誉为“地中海的音乐旋风”。 两者

的结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如今已登上世界古典乐

坛高峰的意大利爱乐乐团更成为意大利歌剧音乐精

髓的代言人。

此次， 在意大利音协常务主席安东尼先生率领

下，指挥家奥威迪·巴兰、男高音罗伯特·考斯蒂、情

歌王子斯塔西·多明戈、民歌天王巴勃罗·杜佩·胡安

将首次踏上中原大地。

奥威迪·巴兰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的指挥之一，被

誉为欧洲小泽征尔， 乐评人这样评价他：“临场即兴

发挥，掌控观众情绪，其风趣幽默程度，巴兰要胜过

小泽征尔。 ”男高音罗伯特·考斯蒂是帕瓦罗蒂的关

门弟子，曾在世界众多项声乐比赛上夺冠，并且很多

方面传承了大师帕瓦罗蒂的独特演唱方法。 斯塔西·

多明戈一直视普拉西多·多明戈为偶像，沿着老一代

歌王的足迹努力着， 评论家赞扬他在音乐的抒情性

和热情方面与普拉西多·多明戈有异曲同工之妙。 民

歌天王巴勃罗·杜佩·胡安则被评为当年世界最佳抒

情歌剧演员。

届时， 世界古典乐坛的璀璨明珠———意大利爱

乐乐团将为观众献上耳熟能详的世界名曲《蓝色多

瑙河》、《轻骑兵序曲》、《拉德斯基进行曲》。 世界经典

歌剧选段《我的太阳》、《今夜无人入眠》、《重归苏莲

托》等也将在世界三大男高音的华丽演绎下，作为一

份特别的新年礼物献给鹤壁观众。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曲目《红色娘子军》、《我爱

你中国》、《在那遥远的地方》也将为这个世界著名乐

团的中原之行增添亮彩。 （百禾）

龙门大厦主体封顶。 晨报记者 张志嵩 摄

省慈善工作鹤壁现场经验交流会

我市 3个组织 4名个人 1个项目

受表彰

晨报讯（记者 王帅 实习生 孙乃琦）12 月

19日下午， 河南省慈善工作鹤壁现场经验交流会在

鹤壁迎宾馆举行，会上，全省 29个慈善组织、30 名优

秀慈善工作者、28名优秀慈善志愿者和 16 个优秀慈

善项目受到表彰， 其中包括我市 3个慈善组织、2 名

慈善工作者、2名慈善志愿者、1个慈善项目。

2012 年，全省各级慈善机构在募捐、救助、组织

网络建设等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涌现出一批先

进典型。 省慈善总会对以下组织和个人予以表彰：授

予鹤壁市慈善总会、鹤壁市慈善总会“八一”慈善分

会、鹤壁市慈善总会志愿者工作总站等全省 29 个慈

善组织“2012 年度先进慈善组织”荣誉称号；授予鹤

壁市慈善总会的杨占旺、张银波及其他地市共 30 名

工作者“2012 年度优秀慈善工作者”荣誉称号；授予

鹤壁市逗号志愿者工作站站长董亚丽、 鹤壁古城志

愿者工作站站长毕冬兰等全省 28 名工作者“2012 年

度优秀慈善志愿者”荣誉称号；授予鹤壁市慈善总会

喜洋洋“淇水清风园”生态农业慈善项目等 16 个项

目“2012年度优秀慈善项目”荣誉称号。

昨日龙门大厦主体封顶

“9+1”工程 10座标志性建筑全部封顶

酒驾吊销驾照？ 开车抽烟扣分？ 闯两次红灯吊销驾照？ ……

误读驾照新规 交警解疑释惑

□晨报见习记者 常凯 田思民

公安部新修订的《机动车驾驶

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以下简称新

规） 明年 1 月 1 日就要开始实施

了，您了解新规吗？

19 日上午，记者采访时，出租

车司机刘师傅问：“有传言说现在坐

副驾驶位也要系安全带， 要不就该

扣分、罚款了，到底是不是真的？ ”

私家车主王先生说：“听说以后

酒驾就要直接扣 12 分，吊销驾照，

这力度可真不小。 ”

市民申先生也很疑惑：“听说新

规实施后，闯两次红灯 12 分就被扣

完了，还要吊销驾照，是不是这样？ ”

“酒驾一律吊销驾照”、“开车时

抽烟也扣分”……采访中，记者了解

到不少人对新规很关注， 但网络传

言、坊间消息太多，难以分辨真假。

有些传言不准确

对于这些“听说”、“传言”，市公安

局交通管理支队工作人员给出了准确

的解释。

闯两次红灯会被吊销驾照？ 市公安

局交通管理支队工作人员解释，闯两次

红灯记分达到 12 分属于累计记分达到

满分，交管部门将扣留其驾驶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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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分将予以

消除，发还驾驶证；考试不合格的，继续

参加学习和考试。 因此，闯两次红灯就

会被吊销驾驶证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酒驾一律吊销驾照？ 在淇滨区淮河

路执勤的高警官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回

答：新规中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记 12分。 两种情形下，即饮酒后驾驶营

运机动车、醉酒后驾驶营运或非营运机

动车的，吊销驾驶证。“酒驾分饮酒后驾

驶和醉酒驾驶，醉酒驾驶为驾驶人血液

中酒精含量大于等于 80mg/100ml，因

此，醉酒驾驶一律吊销驾照的说法才是

准确的。 ”高警官说。

坐副驾驶位置不系安全带、司机开

车时抽烟扣 1分？ 对此， 高警官称， 新

规中并没有相关强制性规定， 这些属

于轻微交通违法行为。 按新规规定，

对于情节轻微、 未影响道路通行的，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

应当指出违法行为， 给予口头警告后

放行。

实习期内记满 12 分，要被注销驾驶资格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工作人员

指出，新规中还有些明显的变化，需要

广大司机注意。

新规中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

期内记满 12 分的， 注销其实习的准驾

车型驾驶资格；持有大型客车、牵引车、

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驾驶

证的驾驶人在一年实习期内记 6 分以

上但未达到 12 分的， 实习期限延长一

年；在延长的实习期内再次记 6 分以上

但未达到 12 分的， 注销其实习的准驾

车型驾驶资格。

据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工作人

员介绍， 只有在 2013 年 1 月 1 日后申

请或增驾取得驾驶证的，才执行新规有

关实习期的管理规定。 对之前已取得驾

驶证， 到 2013 年 1 月 1 日后实习期未

结束的，仍执行原实习期管理规定。

3 种情形驾照将降级

新规中规定了驾照降级制度， 持有

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

车、 大型货车驾驶证的驾驶人发生死亡

交通事故负同等以上责任的、 一个记分

周期内记满 12 分或者连续 3 个记分周

期不参加审验的，驾驶证将被降级，公安

交管部门将注销其最高准驾车型驾驶资

格，并且是逐级降级，最低降到 C1。

对于新规实施前，也就是明年 1 月

1 日前已经发生的违法记分和交通事

故，不作为降级的依据。 只有 2013 年 1

月 1 日以后发生的违法记分、事故和审

验记录，才作为降级的依据。

另外，新规明确规定，驾驶证被扣

期间，不能申请补证。

交通违法行为记分分值有变

哪些交通违法行为一次记满 12

分？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驾驶与准驾

车型不符的机动车的；造成交通事故后

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机动车未悬挂

号牌，或者故意遮挡、污损、不按规定安

装号牌的；使用伪造、变造的号牌、行驶

证、驾驶证的；开车在高速公路上倒车、

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的；驾驶营

运客车在高速公路车道内停车等。

一次记 6 分的交通违法行为有哪

些？ 驾驶证被暂扣期间仍开车的；闯红灯

的；在高速公路车道内停车的；在高速公

路或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

驶的；以隐瞒、欺骗手段补领驾驶证的；

不按照规定避让校车的。

一次记 3分的交通违法有哪些？ 开

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低于规定最低时速

的； 开车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

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 开车行经人行横

道，不按规定减速、停车、避让行人的；开

车违反禁令标志、 禁止标线指示或不按

规定超车、让行以及逆向行驶的；在道路

上车辆发生故障、事故停车后，不按规定

使用灯光和设置警告标志的。

此外，开车打手机、在高速公路或

城市快速路上开车时未系安全带的，记

2分；驾驶机动车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

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处 2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 并记 2 分；开

车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记 1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