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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行天下车行天下

石家庄市用“加减乘除”破解停车难
韩立飞 郭俊岭

资 讯

“停车难”是困扰城市发展的难题，也是
广大市民的“心结”。

7月17日，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出台《石
家庄市停车场管理工作方案》，通过实施停
车管理“加减乘除”法，努力打造与建设美丽
省会城市相适应、人民群众满意的停车管理
格局。

加：六个波次“大礼包”惠民生。8月6
日，20 家商业企业对社会公众错时开放停
车场，提供近4500个停车位。8月11日，石
家庄智慧泊车公司首批选定10个停车场，
施划蓝白双色停车泊位，实行白天收费、晚
间免费，提供近800个夜间免费停车位。8
月17日，石家庄市10个县（市、区）机关事业

单位将其所属门前广场、空地设置的92个
停车场、1799个泊位向社会免费开放。8月
25日，省、市机关企事业单位门前及所属26
个停车场、11个公园停车场对外开放，共为
市民提供近1900个停车位。9月7日起，在
煤机一区等老旧小区周边的智慧泊车35个
停车场1713个泊位，实行白天收费、夜间免
费。9月18日，又一批机关企事业单位筛选
本单位门前及所属 24 个停车场、999 个泊
位，对市民开放或错时共享。

这些新增停车位给市民带来了实惠和
方便。家住燕港新村的王先生介绍，富强公
园门前停车场改成白天收费、夜间免费，他
每月能因此节省一百多元停车费。另一位
家住滨江国际附近的董先生说，商场错时共
享车位，大大方便了他夜间停车。

减：清理违规私设停车场。在增加车位资

源做“加法”的同时，石家庄市还通过打击违
规私设停车场，查处乱停乱放做“减法”。石家
庄市交管局将违规私设停车场列入“金盾风
暴”系列专项行动，采取四项措施进行严打整
治。对已整治区域、部位开展“回头看”，对违
法违规收费反弹问题依法从重处理。

专项行动开展至今，全市共清理整改停
车场 106 处，取缔停车场 7 处，拆除起降杆
92 个、地锁 406 个，行政拘留 8 人。石家庄
市交管部门还依法取消了存在于市区路面
15年之久的咪表停车场，撤除收费设施，达
到了还路于民、畅通交通的良好效果。

乘：盘活存量资源提高管理能力。除了
增加停车资源供给，石家庄市还采取多种办
法挖潜，盘活存量停车资源，加强车位流转
使用效率。石家庄市交管局起草了《石家庄
市停车场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将

于2021年10月23日正式实施。《办法》着力
解决车辆通行和停放的矛盾，以及占用公共
资源停车和无车一族享受公共资源的矛盾。

除：解决管理领域的“微腐败”和违法违
规行为。石家庄市积极推进智能化停车场
管理平台建设，各业态停车场各类数据均接
入该平台，实现全市一网统管，还可实现停
车场位置查询、剩余泊位一键查询、车位共
享等便民利民功能。

为发动全民参与，9月17日，石家庄市
规范停车场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还协
调上线了一款“规范停车市民服务平台”系
统，市民手机注册后，就可随时随地将日常
生活中遇到的涉及停车场的违法违规线索
以及建议意见等一键上报，相关职能部门及
时进行调研核查解决，依法严厉打击停车管
理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河北日报讯（记者李晓）为了活跃石家
庄市汽车消费市场，由石家庄市商务局主
办、河北省汽车文化协会承办的石家庄市第
二届“石车秀”线下促销暨2021年石家庄市
汽车消费劵发放活动，自 9 月 26 日开办以
来，在众人期待和火热参与中持续进行。据
了解，此次活动不仅带动了省会汽车销售量
以及销售金额的增长，也拉动了汽车周边配
套市场的活跃发展。

记者了解到，9月26日-11月25日期间，
石家庄市为购买汽车的消费者送上累计1000
万元的汽车消费券。这期间消费者在参与活
动的汽车销售企业（4S店）购买家用汽车，登
录“石车秀车网”平台领取汽车消费券，根据
汽车消费券面额享受购车资金补贴。消费者

只要购买汽车，就可以领取汽车消费券。
自去年以来，石家庄市先后开展了第一届

“石车秀”线上购车节、第二届“石车秀”线上线
下购车节活动，不但设置了网上汽车展厅，还
把汽车开进工厂、广场、商场、社区，为消费者
选车购车提供方便，带来足不出户的云购车便
利，实现汽车消费的线上线下深度融合。

为进一步加大汽车促销活动力度，促进
汽车消费升级，激发市民购车热情，大力提
升汽车等大宗商品销售额，助推汽车经销企
业拓宽营销渠道，激发汽车与商贸、文旅业
态融合互动发展活力，结合石家庄市汽车消
费市场实际，今年在全市限额以上汽车销售
企业举办第二届“石车秀”汽车促销活动。

据石家庄市商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第

二届“石车秀”汽车促销活动分为发放汽车
消费券和现场促销两部分内容。全市范围
内限额以上汽车销售企业（4S店）均可通过

“石车秀车网”平台进行报名参与汽车消费
券发放活动，并将配套活动和促销方案在石
家庄市商务局备案，平台对报名企业资格进
行严格核查，切实保障消费者权益。

据了解，发放汽车消费券活动根据汽车
销售价格，设置了20万元以上车型、10万-
20万元车型、10万元以下车型3个档次。购
买家用汽车销售价格20万元以上（含20万
元）的，消费者可在“石车秀车网”平台领取
8000元汽车消费券1张；购买家用汽车销售
价格大于10万元小于20万元的，消费者可
领取4000元汽车消费券1张；购买家用汽车

销售价格10万元以下（含10万元）的，消费
者可领取1000元汽车消费券1张。

“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
（4S店）购车，‘石车秀车网’平台将购车人信
息、购车发票等相关材料汇总后报石家庄市
商务局。市商务局组织第三方进行审核，审
核合格后直接对消费者进行补贴。”石家庄
市商务局有关负责人特别提醒消费者，在参
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4S店）自主购置家
用汽车，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4S店）以
车辆实际成交价格与消费者进行结算。

消费者购置家用汽车后，通过“石车秀
车网”平台提交相关材料，主要包括购车消
费者身份证明、活动期间新购家用汽车购车
发票，新购家用汽车行驶证、个人银行卡号、
银行卡开户行完整正确的信息等。

值得注意的是，活动结束后，“石车秀车
网”平台将消费者提交的相关材料定期进行
汇总后，报石家庄市商务局进行审核。截至
2021 年 11 月 25 日前未能提供相关材料的
消费者不予补贴。石家庄市商务局组织第
三方对相关材料审核，对审核通过的消费者
按照“直补到卡”的方式进行补贴。

促进省会汽车销量增长 拉动配套市场活跃发展

石家庄发放1000万元汽车消费券

经营场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年支公司

流水号：00003732 机构编码：000127130429

机构住所：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洺关镇迎宾路北侧海城国际公寓第

3#商业20号房

批准日期：2015年7月16日 颁发日期：2021年9月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邯郸监管分局

联系电话：18634111172 邮政编码：057150

业务范围：人身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

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场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乐营销服务部
流水号：00007197 成立日期：2007年9月17日
机构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新乐市长寿街道东长寿村南街西门67号一层部分
邮政编码：050700 机构编码：000061130184001
机构负责人：刘灵霞 联系电话：19903111058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
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经营场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高碑店支公司
流水号：00003186 机构编码：000086130684 成立日期：2017年12月22日
机构住所：河北省保定市高碑店市合作路11号A座办公楼四层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定监管分局
负责人：王华 联系电话：0312-3011195 发证日期：2021年9月9日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以及经保险监督管理机
构批准的其他人身保险业务。

经营范围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0007187

营业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中山西路108号华润万象城02单元

1703-1715

机构编码：000031130000

负责人：张金松

联系电话：0311-66099800

批准日期：2012年4月10日

签发日期：2021年9月16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

业务范围：一、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二、经

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由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授权经营的

其他业务。

换发保险中介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河北天下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47791505895

批准日期：2005年8月8日

机构负责人：孙越涛

机构住所：河北省邢台市邢东新区园博园花雨巷G栋一层

机构编码：200221000000800 许可证流水号：00005037

联系电话：0311-89278996 邮政编码：05400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

签发日期：2021年9月27日

业务范围：在河北省行政辖区内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

保险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查和理赔；保险监督管理

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换领保险中介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河北华圣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763413233R

负责人：段彦玲

批准日期：2004年5月21日

机构住所：河北省邢台市威县中华大街北段圣丰华庭11号门市

联系电话：85939237 邮政编码：054700

机构编码：20019600000080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1年9月27日

流水号：NO.00005038

业务范围：在河北省行政辖区内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

保险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查和理赔；保险监督管理

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场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龙支公司

流水号：00006537 机构编码：000086130321

机构住所：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青龙镇凯德龙湾（一期）5号楼

104铺二层、青龙镇凯德龙湾（一期）5号楼105铺一、二层

批准日期：2013年9月11日 发证日期：2021年9月23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秦皇岛监管分局

负责人：柴岩 联系电话：0335-2692377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

以及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人身保险业务。

经营场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正定支公司

流水号：00007186

机构编码：000086130123

机构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正定镇燕赵北大街306号6层

成立日期：2016年3月17日 发证日期：2021年9月16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

负责人：夏敬哲 联系电话：0311-66693228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

以及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人身保险业务。

经营场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藁城支公司

流水号：00007185 机构编码：000095130109

机构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四明街84号政府后三建公司楼

批准日期：2019年11月6日 发证日期：2021年9月16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

负责人：仇泽敏 联系电话：0311-85155626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

以及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声 明
经声明，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邯郸中支承保的下列

案 件 ：1、投 保 人 ：魏 县 奉 信 建 筑 安 装 劳 务 有 限 公 司 ，保 单 号 ：
ASHJS56C9313B000016T，险种：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体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2009版），出险日期：2014-5-21，出险简述：衣火木牛踩空从高空

坠落，保单号：ASHJS56E0814B000003E，险种：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体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出险日期：2014-10-24，出险简述：吴飞波

在工地发生事故。2、投保人：临漳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保单号：
ASHJVDQE0516B000024O，险种：学生幼儿意外伤害综合保险（2013

版），出险日期：2016-11-11，出险简述：张宇飞在宿舍发生事故。3、投

保人：小清华艺术双语幼儿园，保单号：ASHJVDQE0516B000140A，险
种：学生幼儿意外伤害综合保险（2013版），出险日期：2017-1-16，出险
简述：李彤意外摔倒，面部受伤。

由于上述案件距报案时间均已超两年，经多次联系至今尚未理赔，
请上述案件联系人在见到此声明后15日内联系我司并提交理赔材料，逾

期按相关规定处理。联系电话：0310-3155855，联系人：马先生。地址：

河北省邯郸市万浩国际广场。

河北日报讯（韩立飞 于世强）为有效防范大型车辆突出交
通违法导致的群死群伤道路交通事故，营造安全顺畅的道路交通
环境，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自即日起至10月31日，河北省公
安厅交管局部署在全省开展公路大型车辆“不疲劳、不超速、靠
右行”专项治理行动。

此次专项行动，重点针对公路客运车辆、旅游包车、公路客
运退转旅游客运、卧铺客车、57 座以上大客车以及中重型货
车、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特别是长期异地运营客运车辆，以及
快递物流车辆和只有1名驾驶人的货运车辆。全省公安交警将以
高速公路、国省道路以及大型车辆通行频繁的县乡道路、环城快
速路为严查严管的路段，严格查处疲劳驾驶、超速行驶、不按规
定车道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同时对检查发现的超员载客、货车
超载两类违法一并严格处罚。

为惩治、震慑大型车辆交通违法行为人，我省各级公安交管
部门针对夏季、秋季交通出行特点，加强一早、一晚、午后时段
的勤务安排，加密路面巡逻频次和密度，补强管控薄弱短板。在
统一行动日当天，确保三分之二的执勤警力上路执法检查，切实
提高路面见警率和管事率。

在易拥堵路段、交通违法多发路段、事故多发路段和恶劣
天气多发路段，增派警力加强巡查值守，提升指挥疏导、执法
管控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交警执法站、高速公路出入口和服
务区，实施网上网下结合的查控机制，视频巡查与路面巡逻相
结合，预警、发现、拦截、查纠一体化执法，严把出城、上高
速、过境等重要关口，加大大型车辆执法检查力度，及时消除
安全隐患。

大型车辆交通安全是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为做好
大型车辆交通安全管理，我省进一步建立完善警务协作机制，针对
长期固定线路、长期异地运行、公路客运退转旅游客运、卧铺客车、
57座以上大客车等重点车辆，与有关部门强强联动治理，共享信
息、联动勤务、协作执法、全程管理，及时防范化解风险。

对今年1至7月集成指挥平台留有轨迹的35辆卧铺客车，全
面组织排查车辆的检验、报废和车况，对发现的违法信息反馈至
车辆登记地公安交管部门，会同交通运输部门对运输企业、车主
进行约谈提示，督促尽快消除隐患。

河北省开展公路大型车辆

突出交通违法专项治理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