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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新闻A04

电动车国标可能致交通混乱
中国自行车协会炮轰《电摩条件》五宗罪，申请暂缓实施

本报讯 近日国家标准
管理委员会出台《电动摩托
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
术条件》(以下简称《电摩条
件》)，引来坊间议论纷纷，因
为这意味着明年1月1日起，
众多车主必须经过考驾照、
上牌、买保险等一系列冗长

手续才能骑电动车。中国自
行车协会助力车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陆金龙透露，将暂
缓实施《电摩条件》，目前中
国自行车协会的相关申请已
经拟好，预计10日前提交国
家标准管理委员会。

陆金龙强调，中国自行

车协会之所以提出暂缓实施
申请主要基于五个方面的考
虑。第一，参与《电摩条件》制
定的单位不具有广泛的代表
性；第二，《电摩条件》与10年
前出台的《电动自行车通用
技术条件》无缝对接的说法
缺乏严谨的科学发展观精

神；第三，《电摩条件》缺乏公
信力、公共精神，不具备普遍
服从性；第四，《电摩条件》是
强势利益集团利用标准的手
段设置技术壁垒和准入壁垒，
容易造成社会的不公平性；第
五，《电摩条件》可能造成城市
交通拥堵混乱，人民生命隐含

巨大危险，不安全因素倍增。
当记者询问陆金龙“强势

利益集团”的具体所指时，他
明确表示，“就是指摩托车集
团、摩托车行业”。陆金龙承认
“协会要考虑本行业的利益”，
“不回避这个问题”。

（据《扬子晚报》)

济南军区司令部医院牛皮癣
治疗中心针对牛皮癣难治疗易复
发的特性，独家首创彻底治愈牛
皮癣的疫苗性针剂，患者每月只
需一针，诱导患者自身产生抗复
发抗体因子，阻断皮癣复制，一般
患者用药 3-7 天瘙痒消失，克服
了传统疗法愈后复发的弊端，1-3
个疗程治愈，该技术获得国家重
点科技推广成果。

专家热线:0531-

82026026

济南军区司令部医院白癜
风治疗中心独创出“黑色素细胞
免疫激活疗法”，运用高科技生
物制剂，直接介入到白斑部位，
并斥巨资引进智能全电脑黑色
素细胞种植系统，使黑色素细胞
2 小时裂变成活，7 天见效，标
本兼治，彻底治愈，随治随走。

承诺治疗，复诊免费
专家热线:0531-

82058266
地址：济南市建国小经

三路(市委南门对面)

每月一针攻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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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历下区第二人民
医院失眠抑郁症治疗中心，是
我省治疗失眠、抑郁症、精神
障碍权威专业机构，长期与睡
眠研究机构协作交流，采用纯
中药系列药品。特别对各种因
素引起的失眠症、抑郁症、神
经衰弱、更年期综合症，精神
分裂症、恐惧症、焦虑症、精神
障碍等各种精神疾病。总结多
年来，临床治疗经验，制定有
效的治疗方案，具有见效快，
疗效稳定显著，治愈高，愈后
不复发等特点，从而真正达
到彻底治疗的目的。

治疗特点：经数万例患
者反馈，轻者1-3天，重者3-
5天即可让您睡得香甜。一般
1至3个疗程达到治愈目的。
已成功治愈全国各地患者康
复见证。

我院开展失眠抑郁症心
理障碍专家会诊活动，于12
月2日至31日由我国著名神
经内科专家组李主任、孙主
任会诊，为广大患者解除精
神疾病的痛苦。药费优惠
15%，免专家挂号费，免会诊
费，每日限20名，节假日不休

专家热线：0531-62369029
地址：济南市花园路300号。

济南市历下区第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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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崔滨

本报济南12月6日讯
按照国家标准委出台的电
动自行车国标，明年 1月 1
日起，众多车主必须经过考
驾照、上牌、买保险等一系列
冗长手续才能骑电动车。消息
一出，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生产
企业、经销商还是消费者，都
对此表示忧虑，认为对他们的
生活、生产会产生很大影响。

制造商：

担心销量受影响

木兰电动车有限公司
的梅俊廷经理表示，按照标
准要求，“最高车速应不大
于每小时 20公里，整车重
量应不大于 40公斤，必须
具有良好的脚踏骑行功
能”，那么企业势必要重新
调整产品结构。“厂家要按
照标准生产，但作为企业我
们担心的是，生产出来的符
合新标准的电动车是否仍
受消费者欢迎，销量会不会
受到影响。”

经销商：

九成车子难达标

在省城从事电动车销
售十年的鲁轻电动车经理
王保胜告诉记者，如果按照
新国标，那么现在省城接近
九成的电动车不达标。“现
在店里卖的电动自行车，安
装的几乎都是36伏的铅酸
电池，这种电池重约 15公
斤，加上车身和零件，整车
重量在 48公斤以上，有些
豪华型的摩托式电动车最
重能达到55公斤。”

消费者：

不再骑电动车了

在济南解放路上的鲁
轻电动车销售店，正在选
购电动车的市民孙先生认
为，如果电动自行车要走
机动车道，那么时速低于
20公里，重量不大于 40公
斤的电动车和汽车相比，
危险性无疑大大增加。另
一位市民赵女士则表示，
如果骑电动车得考驾照、
缴纳交强险，像机动车那
样被严格管理，自己干脆
就不再骑电动车了。

本报荣获“中国十大晚报”排名第三
梁洪文入选“中国传媒影响力年度人物”

□记者 王海涛

本报北京 12月 6日讯
由中国新闻史学会等主办的
“中国传媒大会2009年会”于
12月 4日-6日在北京举行，
被誉为中国传媒界“奥斯卡”
的“金长城传媒奖”系列奖项
一一揭晓。本报获“2009中国
十大晚报”荣誉称号，排名位
居第三，齐鲁晚报·生活日报
社长梁洪文入选“2009年中

国传媒影响力年度人物”。
本次年会由中国新闻史

学会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复
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传媒
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暨南大学、厦
门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十
所国内著名大学的新闻学院
联合主办，共同评出最具权
威性“金长城传媒奖”，该奖
是为中国新闻传媒事业作出
突出贡献的媒体和个人特别

设置的奖项。
大会上评选出了“2009

中国十大晚报”、“2009中国
十大都市报”、“2009中国十
大专业媒体”等18项媒体类
奖项。本报荣获“2009中国十
大晚报”称号，排名位居第
三。同获此奖的还有新民晚
报、钱江晚报、辽沈晚报等媒
体。

大会还揭晓了“2009年
中国传媒影响力年度人物”、

“2009中国传媒思想年度人
物”、“ 2 0 0 9中国传媒广告
年度人物”等 8项人物类奖
项。大众报业集团副总经
理、齐鲁晚报·生活日报社
长梁洪文等 1 0位中国新闻
媒体业界精英荣获“ 2 0 0 9
年中国传媒影响力年度人
物”奖。来自全国报纸、期
刊、广电、网络、新媒体等
1000余名代表出席大会，大
会以“和谐社会·媒体责任”

为主题，回顾、总结中国新
闻传媒 6 0年来的发展和成
就，探讨新经济环境下媒体
的改革与创新、彰显媒体的
价值观与社会责任。

此外，在我省获奖的其
他平面媒体中，同属大众报
业集团的《半岛都市报》当选
“2009中国十大都市报”，《农
村大众》当选“2009中国十大
专业媒体”，《青年记者》当选
“2009中国十大期刊”。

山东公考作弊案
12人获刑
□记者 刘爽 郭强

本报青岛 12月 6日讯
在今年3月15日举行的山东
省公务员考试期间，一考生
用针孔摄像机在第一时间从
考场中偷拍出真题，由专人
在考场外面接收，做出答案
再发送回考场。近日，青岛市
城阳区人民法院对涉案的12
名被告人进行一审宣判，12
名被告人均因非法获取国家
秘密罪被判处一年至七个月
不等的有期徒刑。

2009年山东省公务员考
试于3月15日上午9点正式开
始，然而开考才30分钟，考试
试题就出现在网络上。3月18
日，山东省人事厅正式向山
东省公安厅报案。侦查中民
警发现发送视频的是青岛城
阳区的一家网吧，通过反复
查看网吧内摄像头拍摄的视
频，民警最后把目光集中在

来自济宁的郏某身上。
3月22日，民警在郏某老

家将其抓获，随后又根据郏
某提供的其上线的网名，辗
转浙江、湖北等十多个省市，
陆续将魏某等人抓获。

原来，今年3月，考生刘
某要参加山东省招警考试。
为了确保考试过关，刘某和
父亲找到了陶某预谋在考试
中作弊。后陶某联系魏某，魏
某又联系上刘某某寻找出售
考试作弊设备的卖家。刘某
某联系到出售考试作弊设备
的徐某。

3月13日，陶某、魏某、刘某
父亲等人，以人民币1万元的价
格从徐某手中购得考试作弊用
的针孔摄像机及手表式接收
器，并告知徐某在3月14日举行
的招警考试中使用。

3月14日15时许，陶某将
考生刘某利用作弊设备从考
场内传输出的试题找人作答，

后由魏某通过作弊设备将试
题答案发送给在考场里的刘
某。3月14日下午考试结束后，
陶某联系宋某加入，帮助在次
日的山东省公务员考试中作
弊。

3月15日，陶某将刘某从
考场内传输出的试题交给魏
某，魏某在网上将试题传给刘
某某等人，后刘某某、宋某等
将答案通过作弊设备传输给
考场内的刘某。事后，陶某、魏
某共获酬劳人民币15000元。
案发后，魏某、陶某、宋某、徐某
先后被抓获归案。

法院认为，魏某、陶某、宋
某、徐某的行为构成非法获取
国家秘密罪。依法判处魏某有
期徒刑一年，判处陶某有期徒
刑八个月，判处宋某和徐某有
期徒刑六个月。刘某等八人也
分别因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
被判处一年至七个月不等的
有期徒刑。

买车的卖车的

都烦这“国标”

本报调查

▲被告作弊过程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