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峰 赵雪

201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是全国驾培改革三年的最后一
年。这一年，面对全国驾培行业冷热激荡的局面，济南驾培行

业在市交通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在市机动车驾培行业协会
的关心支持下，已实现了稳步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驾培企业
以“锐意进取 开拓创新”的精神，探索出适合自己的发展道
路，为济南驾培行业的发展注入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本刊驾校版一直以宣传驾培行业正能量为宗旨，助力驾
培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推动驾培企业诚信发展。

值此2019年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济南市驾培行业知名驾
校向广大市民朋友致以新春的问候！

不不忘忘初初心心 砥砥砺砺前前行行 再再创创辉辉煌煌
济济南南市市驾驾培培行行业业名名校校大大拜拜年年

平阴国强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始
建于1995年，企业现有员工200余人，
年培训各类驾驶人才达10000余人。设
有多媒体教室、微机室、模拟驾驶操
作室、学员休息室、图书室、娱乐
室、餐厅和接送学员班车。多年来，
公司始终把坚持向社会输送合格驾驶
人才为己任，把学员的满意作为工作
的唯一标准，始终秉承“一切为了学
员，为了学员一切”的办学理念，为
建设和谐交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国
强公司以驾培为主体，下设国强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国强物流公司、平阴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中心和平阴国强
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承担了全县人

民从学车、用车到修车、检车的综合
性服务需求。

值此新年到来之际，国强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刘爱国偕全体教职员
工，向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国强驾校
发展的各级领导、各位学员表示诚挚
的祝福和感谢。祝福您在2019年事业
蒸蒸日上，家人幸福安康，生活平安
如意、猪年诸事顺利、猪年好运挡不
住、猪年财源滚滚来！

驾校地址：平阴县安城镇开发区
报名电话：0531—87700158
分校地址：平阴县孔村客运中心
联系电话：15688449765

济南交校驾校位于济南市章丘明水
经济开发区，成立于1984年，是一处集
汽车驾驶培训、餐饮、住宿、会务功能
于一体的规范化、多功能驾校，是全国
文明诚信优质服务驾校，省级园林式绿
化单位，山东省首届“二十佳驾校”，
拥有与考试用车同款的A1、A2、B1、
B2、C1、C2各型教练车160辆，曾获全
市61所驾校合格率第一。在全市率先采
取自选教练、预约培训模式，已为社会
培养上万名优秀驾驶人才。

2018年学校秉承“让学员满意是我们
的责任，让学员感动是我们的追求”服务
理念，诚信经营、规范培训、自选教练、
全程负责。从不抽学员一支烟，不喝学员

一瓶水做起，倡导文明新风，让学员享受
快乐学车，轻松拿证的完美体验。

2019年我们将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以更高的热情、更周到的服务和更
专业精湛的教学，为广大学员提供良好
的驾驶培训服务，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

值此2019年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我
谨代表济南交校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
公司向所有关心、支持公司发展的各界
人士致以新春的问候，祝大家新年快
乐，事业顺利，幸福安康！

驾校地址：济南市章丘区工业二路
6855号

联系电话：0531—83221016 83314107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值此2019年
新春佳节到来之际，我谨代表长青兴
民、三顺达驾校全体职工，向多年来支
持公司发展的市民朋友、广大学员致以
新年的祝福和衷心的感谢！

济南兴民三顺达驾校始建于1988年
(原城关驾校)，2000年改制成为济南长
青三顺达驾驶培训有限公司。兴民驾校
始建于2002年，2009年与三顺达驾校并
建一校，现有员工200余人，教学车辆
200多辆，是可同时培训A1、A2、B2、
C1、C2、D、E等多种车型的综合类一
级驾校。2018年，公司全体员工在校领
导班子带领下，始终把“以学员为中
心”服务理念放在首位，从严抓教练综

合素质入手，锐意改革、不断探索进
取，打造出了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教
练员队伍，驾校先后新增了大货、大
客、牵引车20余辆，驾校的实力正在壮
大。

2019年，我们充满希望，我们满怀信
心，在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
必将永葆初心，打造品牌，再创辉煌！

驾校总校地址：济南市长清区峰山
路南段路东

报名咨询电话：0531-87226060
训练场地址：济南市长清区文昌街

道办事处后朱村
长清区平安街道办事处富美路平安

中心小学西邻、经十路平安医院北邻

物换星移再回首，辞旧迎新瞻前
程。在此，我和全体员工一起，向一
直以来关心支持驾校发展的新老学
员，社会各界及驾培同仁，致以新春
的问候！

中建驾校是AAA级一类驾校，济南
市驾培行业会长单位。建校35年来，始
终保持部队的优良作风，秉承“优质培
训、安全第一、服务群众”的宗旨，为
社会培养输送了大批合格驾驶人才，多
次荣获“全国文明诚信建设先进单位”
“全国优质服务诚信驾校”“山东省消
费者满意单位”“培训标兵单位”“培
训优秀单位”等殊荣，得到了社会的认
可和学员的赞誉。

2019年，新的开端，新的起点，我

们不忘初心，奋力前行，全体员工将本
着“诚实、守信、服务、进取”的创业
精神，立足本职，抓源头、促培训、提
质量、保安全。做良心驾校，用工匠精
神打造“安全型、质量型、服务型”优
质驾校，培养安全文明素养高、技术一
流的驾驶人才，为创建文明和谐交通环
境，作出应有的贡献。

总校地址：济南市历下区工业南路
65-9号中建八局一公司

电话：0531-88953916 88952766
水文分校地址：历城区烈士山东路

4号(炼油厂北邻)
电话：0531-68653785
机场路校区：机场路谢家屯西梁四

村北 电话：13688620517

济南市机动车驾驶培训行业协会副会长

平阴国强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爱国

济南市机动车驾驶培训行业协会副会长

长青兴民、三顺达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兴民

济南市机动车驾驶培训行业协会会长

济南中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任学岭

济南交校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经理李忠虎

新年伊始，辞旧迎新，在此，我

谨代表济阳蓝天驾校及全体工作人员

向大家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一直以来

支持驾校事业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

心的感谢！

黄河北岸，新区济阳，在这里屹立

着一所正在紧跟时代步伐，飞速发展的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济阳蓝天驾驶

员培训有限公司是经市、县交通主管部

门批准成立的具有二级资质的驾驶员培

训机构，成立于2013年，多年来一直以

“打造济阳名牌驾校、培养新型人才”

为己任，2018年，驾校先后出资购置了

与考试同款的新型车辆，从而大大提高

了考试合格率，与此同时狠抓教学管

理，定期组织教练学习安全培训知识，

抵制吃、拿、卡、要不正之风，打造了

一支高素质的教练队伍。这一年，驾校

的各项业务蒸蒸日上，迈入了新的发展

轨道。

2019年，济阳蓝天驾校必定会团结

一致，勇往直前，为新区发展贡献力

量，把驾校做大、做好、做强。

驾校地址：济阳区回河镇徐家村

咨询电话：0531-84300001

济阳蓝天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校长江士华

山东路桥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隶属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原名济南第一
驾校，创建于1984年，是市交通委批准
的驾培一级资质，济南市AAA级一类
驾校。共设有南北两个校区，总面积达
34000㎡，教职员工108名，教练车80
辆，年培训能力近5000人。2018年新增6
辆自动挡车型，面向社会进行C1、
C2、D(摩托车)三种车型的驾驶培训。

35年来，驾校本着“文明办驾校，
真心为学员”的办学宗旨，秉承“让每
位学员都满意”的工作理念，以高超的
教学质量，良好的企业信誉，树立了驾
校品牌形象，源源不断地为社会输送了
大批优秀驾驶人才，先后被授予“全国
驾培行业文明诚信优质服务优秀单位”

“山东省十佳文明驾校”等荣誉称号。
回首2018年，学员整体合格率继续

稳居全市前五名，质量信誉考核全市排
名第二，质量服务全年“零”投诉。展
望2019年，路桥驾校将继续传承历代驾
校人执着专一的“工匠精神”，不断为
广大学车族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人
文化的关怀，为全市驾培行业的发展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值此新年之际，我谨代表山东路桥
驾校向全省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
的祝愿！

总校地址：天桥区田黄路606号
电话：0531-85954115
南校地址：二环南路5266号西南60米
电话：0531-81261985

济南市机动车驾驶培训行业协会副会长

山东路桥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军

因为有承诺，我们披星戴月，只为
每一位学员能够满意；因为有梦想，我
们勇往直前，只为让企业更加壮大。

迎着2019年新春的脚步，我谨代表
济南东方驾校及全体职工，向社会各界
关心我们的朋友以及广大学员表示诚挚
的祝福和衷心的感谢。

济南东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设有两处大型综
合训练场地，始终坚持以“优质培训、
安全第一、服务群众”为宗旨，严格管
理，严格培训，为社会培养输送了大批
优秀驾驶人才。2018年，为适应新形势
发展，驾校与济南驾考设备提供单位达
成战略合作关系，为驾校量身建设了等

比例模拟考试场地，并引进人工智能机
器人教练车辆，从而实现了真正意义的
标准化、智能化教学服务，开创了济南
驾培行业智能化教学的先例，使学员更
高效地完成驾驶考试。

2019年，将是济南东方驾校发展创
新的一年，我们将不负使命，继续履行
社会责任，为振兴济南交通运输事业，
繁荣泉城经济作出贡献。

驾校总校地址：济南市天桥区东宇
大街中段88号

报名咨询电话：0531-85705958
二环北路校区：天桥区二环北路

8515号
报名咨询电话：0531-85927216

济南东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卢传华

辞旧岁，迎新年，值此新春佳节来
临之际，我谨代表济南方正驾校全体职
工，向全市人民以及长期支持驾校的各
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祝愿大家在新
的一年里工作顺利，阖家幸福安康！

济南方正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
公司是经山东省交通运输厅许可的综
合类一级驾驶培训公司；驾校常年培
训C1、C2、二轮、三轮摩托车驾驶
员，秉承“诚信经营 学员至上”的
教学理念，2018年，先后投资增设了
东部唐冶、北部无影山袁庄训练场
地，并与山东大学添翼助学工程达成
合作，为在校大学生提供学习一技之
长的机会，使他们顺利考取了驾驶
证；驾校坚持采用“互联网+”APP
一对一教学模式，学员自主预约学

车，这一创新模式的实施，使驾校在
教学上赢得了市场先机，驾校考试合
格率也随之有了新的提高。

“树方正品牌 做一流驾校”，
2019年我们将一如既往，开拓创新，一
步一个脚印走出属于方正驾校自己的路
子，为济南驾培事业的发展带好头，传
递更多正能量，使驾校各项业务稳步发
展，日益壮大！

驾校总校地址：济南市历下区八涧
堡工业园

唐冶训练场地：历城区唐冶热源厂
南侧路口向东

袁庄训练场地：天桥区无影山北路
袁庄社区向北500米路东

报名咨询电话：0 5 3 1- 8 8 1 1 3 8 9 6
18888316878

济南方正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强

时光荏苒，见证芳华。挥别硕果累
累的2018年，我们迎来了充满希望的
2019年。在这辞旧迎新、步入新春佳节
的美好时刻，我谨代表济南银通驾校向
关心支持公司发展的各级领导、新老学
员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

济南银通汽车驾驶培训服务有限公
司成立于1994年，在大家的共同见证
下，它已走过了24个春夏秋冬，回顾过
往，驾校一直秉承“安全第一、诚信经
营、用心服务、注重细节、追求卓越”
的服务宗旨。2018年是银通驾校发展的
关键一年，驾校全体人员用“以不变应
万变”的心境，积极面对驾培行业改革
中遇到的各种难题，提倡“互联互通、
合作共赢”，提出并运行“共享场地”
的合作模式，面向全市推出了一对一培

训，预约式教学，用智能化、标准化的
管理，承诺做到“零事故、零等待、零
投诉”，受到了广大学员的一致认可、
好评。

2019年，银通驾校将会更加重质
量、重品质，用更科学智能化的教学管
理模式，更完善的服务细节，使驾校的
各项工作更上一层楼，为全社会输送更
多优秀的驾驶员，为济南市驾培行业的
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驾校总校地址：济南市历下区解放
东路24号

分校地址：旅游路济南职业学院
校区

历下区龙鼎大道全运村桂花园西邻
校区

报名咨询电话：0531-82378666

济南银通汽车驾驶培训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李东伟

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又一个
新春即将向我们走来，在这辞旧迎新的
时刻，我谨代表平阴卓诚驾校以及全体
干部职工，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驾校事
业发展的各级领导、新老学员表示衷心
的感谢，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
康，阖家欢乐！

平阴卓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前身是
平阴县汽车驾驶员第一培训队，创建于
1991年，是平阴县成立最早的驾驶员培
训学校。二十几年如一日，驾校始终遵
循“追求卓越、诚信服务”的宗旨。
2018年，在驾培行业日趋激烈的竞争
中，全体干部职工团结一心，勇担责

任，一切以方便学员为出发点，先后依
照济南城西考场对现有训练场地、设施
设备重新规划改造，新上科目二电子考
试模拟系统；开设全日班、周末班、老
年班、VIP班、无忧班等，在当地打破
了传统的驾校学车模式，受到了社会各
界的一致好评。

2019年，我们将不忘初心，锐意进
取，稳中求进，为擦亮济南驾培行业的
品牌贡献力量。

驾校总校地址：平阴县玫瑰镇陶
庄村

分校地址：平阴县老职专院内
电话：18854115818 18354107016

平阴卓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孙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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