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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一骑绿色
2500 辆新公益自行车
今日着清凉绿装“服役
服役”
”
新增 115 个站点
办卡借车办法不变

车铃在车把把套内，不易丢失。

新 增 的 2500
辆公益自行
车身披绿装，
今日
“服役”
。

□记者 化雅楠 通讯员 刘亚龙 记者 张琮 摄影

核心提示 | 昨日，记者从中国福彩公益自行车洛阳市管理中心获悉，洛阳市公益自行车
二期工程，115 个新的借还站点投入使用，覆盖涧西、老城、瀍河、西工、洛龙等主要城市建成
区，新增 2500 辆绿色车身的自行车。2013 年 5 月，一期工程投入运营，1000 辆橘黄色的公
益自行车，成为洛阳街头的一道亮丽风景，方便了市民和游客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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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 辆新车身着绿色清凉装
115 个站点遍布主要城区
昨日，王城大道工人俱
乐部门口，20 辆绿色的新自
行车已经安装到位。
“这是公益自行车二期
工程，明天市民就能来借还
车了。”洛阳市福彩中心募捐
办主任张洪涛说，与一期投
入的橘黄色自行车相比，这
些绿色车辆更结实，车筐能
承载 5 千克的重量，锁车系
统设计也更完善。
据他介绍，一期工程，分

布在 35 个站点的 1000 辆公
益自行车，深受市民游客的
欢迎，运行两年以来，共办理
借车卡 4 万余张，骑行次数
达到 51 万人次。
因为站点设置稀少，
借车
还车不便，
也曾被市民吐槽。
“一期站点大都设在涧
西、西工主要商场、景点、院
校周围，老城区只有个别站
点，其他城区都没有，确实很
不方便。”张洪涛说，二期有

2500 辆公益自行车，不仅车
辆数量更多，站点分布也更
广泛，为了方便新区市民生
活 ，洛 龙 区 设 置 了 25 个 站
点。此外，站点设置以居民
区和公交枢纽为核心，除伊
滨区和高新区以外的洛阳市
城市建成区均有站点，为了
方便大学生借还车辆，还在
河南科技大学、洛阳理工学
院等多个大中专院校门口设
置了站点。

即日起，交警部门严查摩托车、电动车等交通违法行为

违法被抓 办驾照、审车或受影响

如果想借车，该如何办卡？
据了解，办卡、退卡、补卡、解锁
等流程和手续不变，
需要洛阳本
地居民凭二代身份证或户口簿
原件及复印件，
外地在洛阳的常
住人口凭二代身份证、暂住证、
学生证，交纳 200 元押金，单次
借车需要在 3 个小时内归还。
外地游客凭二代身份证、军官
证、护照等任一有效证件原件及
复印件办理，
并需缴纳 600 元保
证金。
张洪涛说，一期二期公益
自行车工程，将使用统一的借
车还车系统，因此，办理过借车
卡的市民，不需要重新办卡，在
新站点和旧站点都能借还车
辆。
新增的 115 个站点中，80

个安装有管理亭，市民可到管
理亭办理借车卡。
另外，还有十多个站点暂
时不能正常使用，陈国庆说，由
于这些公益自行车管理亭的用
电和网络问题，尚未与相关部
门和单位达成一致，近期市民
还不能去借还车辆。

使用原借车卡也可借新自行车

爱心圆梦启智工程
捐出首个电教室
□记者 侯梦菲 通讯员 李梦圆 文图

□记者 董楠 通讯员 姜东
本 报 讯 闯 红 灯 、走 禁
行、非机动车走机动车道，再
有这些违法行为，光交罚款
已经不行了。记者从洛阳市
交警支队获悉，即日起，对电
动车、机动车、两轮摩托车违
法进行严厉打击。
“除罚款
外，还必须出示个人身份证，
并登记单位、电话等个人信
息后才可离开。”洛阳市交警
支队副支队长王伟说。
4 月 21 日~23 日、28 日
~29 日，洛阳市两次集中行
动查处三四轮车非法营运
345 例，两轮摩托车和电动车
闯红灯、走机动车道 784 例。
为使遏制类似违法，从 12 日
开始，
交警部门将常态化对上
述违法行为严厉查处。
据了解，三四轮机动车
和两轮摩托车闯红灯按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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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卡押金仍为 200 元
新车旧车借还系统通用

动 车 处 以 记 6 分 ，200 元 罚
款；两轮电动车闯红灯罚款
20 元；三四轮燃油机动车走
禁 行 处 以 记 3 分 ，100 元 罚
款；燃油助力车、老年代步车
走禁行处以 200 元罚款；两
轮电动车、自行车走快车道
行驶，处以 20 元罚款。
“ 执勤
民警处罚期间，出现不配合
执法的市民，民警可扣其车
辆，妨碍执行公务情节严重
的，
对其刑事拘留。”
王伟说。
“除了对违法司机进行
罚款外，司机必须提供自己
的身份证及工作单位、住址、
电话等个人信息，日后将纳
入文明交通个人诚信系统。”
王伟解释说，对于无法确认
违法行为人身份时，交警要
扣留车辆，待确认身份后依
法开具处罚决定书，放行时

还会向当事人发放“交通违
法警示卡”。
对于非现场执法而是通
过各卡口高清摄像头拍摄的
违法行为，交管部门也将通
过微博、微信等平台对外曝
光，
“ 对于带头违法当事人，
交警部门将加重处罚，事故
大队对涉及上述车辆交通事
故责任划分时，会根据实际
情况加重定责。”
王伟说。
市公安局副局长、交警
支队支队长李亚凡强调，在
民警执法期间要全程固定证
据，对于妨碍执行公务的，可
先将其拘留，再处罚其交通
违法行为。
“即使文明交通个
人诚信系统没有投入使用，
对于查处的上述违法行为人
员在办理驾照、审车等交通
方面业务时也会受到影响。”

本报讯 宜阳县锦屏镇周
苗小学的孩子们以后上网学习
方便了。昨日，捐赠贫困小学
电教设备启动仪式在此举行。
洛阳市社会化公益扶贫爱心圆
梦——启智工程正式启动，当
场为周苗小学捐赠了总价值
3.8 万元的 11 台电脑及桌、椅等
电教设备。
洛阳市扶贫开发协会秘书
长王法运说，活动旨在利用社

会捐赠资金为贫困村中心小学
捐建电教室，主题是“让互联网
链接贫困山区的孩子们”，所需
20 万元善款全部来自爱心人士
马先生的捐赠。接下来还将为
偃师市邙岭乡刘坡村小学、孟
津县麻屯镇聂屯小学、新安县
石寺镇磨窝小学、嵩县车村镇
黄柏村黄柏小学、嵩县植街乡
禅堂村禅堂小学捐建标准化电
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