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友

重庆商报讯 新修订的《机
动车驾驶人考试内容和方法》，将
于10月1日起正式实施。昨日，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召开新闻发
布会，对驾考新规进行了相关解
读。对于此前“以后考试会变得
更难的”传言，市车管所驾驶人管
理科相关负责人认为，此次变化
侧重于提高安全文明意识，实际
操作项目难度不但没有增强，反
而有所降低。

更突出安全文明意识考核

市车管所驾驶人管理科副科
长屈勇介绍，就理论考试层面，新
规中调整了相关考试内容，其中
最为明显的就是提高了安全文明
试题的比例。

其中，将科目一中涉及安全
文明驾驶常识的内容，全部调整
至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
项目中。

同时，调整了试题比例，提高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安全文
明驾驶常识考题比例，单列文明
行车常识、典型事故案例等内容。

此外，在驾驶技能考试操作，

更加从细节考核安全文明意识，
如科目三起步、变更车道、靠边停
车、超车项目均增加“回头观察”
动作要求，直行通过路口、左右转
弯等项目如出现不主动避让优先
通行车辆、行人、非机动车情形的
评判为不合格。

更契合实际道路交通环境

驾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
让驾驶员安全开车上路。因此，
新规中许多内容都更加符合实际
道路环境。

屈勇说，在理论考试中，新规
增加了情景类试题，通过文字或
图片视频等情景模拟实际道路交
通场景，检验考核考生对实际道
路交通情况的认知、判断和处置
能力。

“在场地驾驶考试内容方面，
甚至有的比过去难度还降低了，
更加灵活，符合实际。”在屈勇看
来，场地驾驶考试很突出实用性，
调整部分考试项目“中途停车”的
评判标准。

更加注重评判科学公正

为实现系统规范、评判公正，

采取人工随车和考试系统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同时，在规范设置项目标志
名称，科学设置标志标线，进一步
完善音频视频监控等考试监管设
备，新规要求增加音频、视频查询
回访、考试车辆轨迹记录存储等
功能。

更加方便群众考试领证

新规优化调整了考试组织。
屈勇表示，针对小型车，调整科目
三夜间考试方式，采用模拟夜间
灯光考试形式进行。

针对大型车，对科目二考试
不合格当场补考的，未扣分的已
考项目不再补考；对夜间考试不
合格当场补考的，白天考试成绩
保留。

另外，新规还推行科目二和科
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一次预约、
连续考试等便利措施。科目一考
试合格后，学员可申请一次性完成
其他科目预约、考试、领证全过程，
减少往返，方便学员考试领证。

此前，道路驾驶技能中只能
先科目二后科目三，现在两者能
调换顺序，除了可依次考、倒着
考，更可一起考。

理论考试
变化一：科目一涉及安全文明驾驶常识内容，全部调整至科目三

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项目中。
变化二：提高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安全文明驾驶知识考题比

例，单列文明行车常识、典型事故案例分析等内容。

场地考试
变化一：放宽中途停车限制。在倒车入库、桩考、侧方停车、通过

单边桥、直角转弯、通过限宽门、通过连续障碍、窄路掉头等共计 8 个
项目放宽了对中途停车的限制。其中通过限宽门、窄路掉头取消中
途停车限制，其余6个项目评判要求由不合格改为每次扣5分。

变化二：加强操作熟练度要求。在倒车入库、侧方停车两个考试
项目中，增加考试时间限制，要求考生更加熟练的进行操作，完成时
间分别不得超过3分30秒和1分30秒。

驾考新标准的具体变化项目

实际道路考试
变化一：强化行车安全意识。在起步、变更车道、靠边停车、超

车等项目中，增加“回头观察”的动作要求，强化考生在行车过程中
的安全操作意识。变道、转弯不使用转向灯或开启转向灯 3 秒内转
向，均评判为不合格。

变化二：突出礼让行人、非机动车的文明行车意识。直行通过
路口、路口左转弯、路口右转弯，不主动避让优先通行的车辆、行人、
非机动车的将被评判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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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李舒

日前，经广泛推荐、评选，城口县牺牲在扶贫一线岗位的几位扶贫干部和云阳县勇斗持枪劫匪的90后青年
姜博文等20位身边好人登上“重庆好人榜”。这些好人就在你我身边，他们的事迹或许并不轰轰烈烈，但长期不
懈的坚持、义无反顾的行动和真诚无私的情感，充分诠释了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

据了解，我市开展的“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受到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截至目前，已开
展62期评选，共推出1000余名“重庆好人”，有150余人荣登“中国好人榜”，展示了“重庆好人”风采。

私藏1支火药枪可获刑
年底前主动上交或免刑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王杨

重庆商报讯 近日，市高院、市检
院、市公安局联合发布《关于收缴非法枪
支弹药爆炸物品严厉打击涉枪涉爆违法
犯罪活动的通告》。9月27日，市公安局
治安总队对《通告》内容进行了详细解
读，方便群众更加充分理解《通告》具体
内容，推进缉枪治爆工作深入开展。

《通告》明确，“非法持有、私藏”军用
枪支一支的，或以火药为动力发射枪弹
的非军用枪支一支的（如火药枪），或以
压缩气体等为动力的其他非军用枪支二
支以上的（如气枪），将被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警方提醒，凡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前投案自首或者主动交出上述非法物品
的，可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逾
期拒不投案自首、拒不交出非法物品的，
依法收缴并从严惩处。凡枪支、弹药、爆
炸物品被盗、被抢或者丢失的，应当及时
报告当地公安机关。不及时报告的，依
法处罚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公民发现
遗弃的枪支、弹药、爆炸物品或者可疑爆
炸物品的，应当立即报告当地公安机关。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友

广告

重庆商报讯 连日来，北碚区消
防支队联合建委、街道，成立50个火
灾隐患检查小组，对全区678栋高层
建筑进行了拉网式排查。

经检查发现，部分建筑存在室内
消火栓无水、自动消防设施故障、消
防车通道堵塞等问题。发现问题后，
检查组现场督查各单位负责人进行
整改。

截至目前，检查组共发现消防隐患
367处，整改隐患326处，下发责令整改
通知书283份，张贴高层建筑消防安全
整治通告500余份。

秀山开展电气线路消防安全专
项检查

近日，秀山县消防大队在全县范

围内开展了电气线路消防安全专项
整治活动。重点针对城区商场、市
场、高层建筑小区的配电房、沿街店
面的配电表等。

针对城区沿街店面，店主私接乱
拉线路等问题，检查人员向相关管理
人员进行反馈，并依法下发了《责令
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限期整改。

长寿安全约谈助推确保火灾形
势稳定

日前，长寿区消防支队集中约谈
了全区高危单位和消防安全重点单
位负责人。会上，防火处相关负责人
就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及日
常消防安全管理等情况进行了重点
布置。

通过此次约谈会议，各单位负责
人、管理人一致表示，一定按照会议

要求坚决落实单位主体责任，全面排
查整改消防隐患，确保消防安全万无
一失。

沙坪坝检查高层建筑酒店消防
安全

26日下午，沙坪坝区消防支队监
督执法人员深入高层建筑内部酒店，
开展了消防安全专项检查。

在大学城富力假日酒店，监督执
法人员对酒店内自动消防设施是否
完好、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畅
通、厨房油烟管道是否清洗、客房电
视开机画面是否有消防安全提示、消
防控制室是否落实双人值班等内容
进行了检查。

不仅如此，还对微型消防站队员
“三知四会一连通”掌握情况和初期
火灾扑救措施进行了抽问。

种植牙公开课：

科学饮食吃出健康长寿&
种牙手术直播

明日开课

秋高气爽，适合吃火锅、啃大闸蟹、小
龙虾，但对于老年缺牙巴来说，咬不动、
啃不动，缺牙的痛苦谁能懂！在第29个
全国爱牙日、国庆中秋双节来临之际，重
庆知名二级口腔连锁医院将于明天举行

“月饼 DIY 暨种植牙成功案例分享会”，
不仅有月饼师傅现场教制作月饼，种牙
过来人现场分享种牙经历，参会名额仅
剩最后10个，如有牙齿缺失、牙齿松动或
者假牙想换“真牙”的读者都可拨打电话
68077657 咨询报名，明天还有机会抽取
免费牙冠的机会。

困扰：“都是缺牙惹的祸”
大学教授缺牙后差点得了抑郁症

今年68岁的章叔叔，退休前是一名大
学教授，大半口牙缺失，活动假牙吃东西
还嚼不动，磨损牙龈，做学术报告演讲一
不留神假牙就滑落，频频引尴尬。身为校
老教授合唱团副团长的他，缺牙前特别爱
吹长笛爱唱歌，缺牙后，吹笛子、唱歌都会

“漏风”，完全没办法表演，缺牙的章教授
决定不再参加文艺活动，变得郁郁寡欢。
顾虑：“种牙怕疼怕折腾先忍忍”
专家说：忍出来的问题其实更多！

这两年章教授吃东西不利索，身体状
况每况愈下，有人劝他做种植牙，可章教授

不乐意了：“我怕疼，做种植手术又折腾又
麻烦的，还是忍忍吧”。口腔种植专家李荣
院长表示，缺牙虽不影响生命，但会影响生
活质量，好吃的东西吃不了，营养吸收不
好，就无法保证健康，那么是不是问题更多
呢？种植牙有价，健康生活却是无价的。

点赞：“5-10分钟种一颗牙，专家确
实技术硬”
种4颗植体恢复半口牙，找回年轻感觉

听了李荣院长一席话，章教授觉得
不能让晚年生活在无牙中将就。经过详
细的口腔检查，李荣院长制定了周密的
种植方案：采用3D数字化导板种植技
术，种四颗种植体恢复半口牙。不到1
小时，李荣院长就成功将4颗种植体植
入到了章教授口内，平均每颗牙仅用了
5-10分钟。章教授感叹：整个种牙过程
完全没疼痛的感觉！现在章教授又能唱
歌，能讲课，想吃什么都可以，找回年轻
的感觉真好！

想要跟章教授一样，摆脱缺牙困扰的
市 民 ，欢 迎 拨 打 健 康 爱 牙 热 线 ：
68077657，预约国际专家亲诊，种牙享指
定种植体第二颗免费，免费拍CT、免费
设计种植方案。各位缺牙市民抓紧时间
把牙齿修复好，开启美好的晚年生活。

中秋月饼DIY暨种植牙成功案例分享课

明日开课
报名条件：单颗、多颗、半口牙缺失市民
课程内容：

1、月饼师傅手把手教您制作美味月饼；
2、种牙过来人分享种牙经历，种植专家现场解密种

植牙。
课程优惠：

1、口腔基础检查8项全免费，包含：建立牙齿健康档
案、内窥镜全口检查、CT片检查、口腔全景片检查、牙菌斑
检测、牙周病检测、蛀牙危险度检查、名家方案设计、会诊

2、凡单颗、多颗、半口、全口牙缺失者，种牙可申请指
定种植体第二颗免费
听课名额：

仅剩最后10个名额，预约从速

活动报名热线：

023-68077657

缺牙困扰常有 ，种牙良医难求
大学合唱团退休教授种好牙重返唱台

明日种植牙公开课开讲，听听种好牙的有话说，有机会抽取免费牙冠，仅剩最后10个听课名额，爱牙热线：68077657

关注口腔健康，迎国庆中秋双节爱牙特别企划（四）

种植专家李荣院长为章教授做口腔检查 章教授种好牙能唱歌能吹笛子

种牙后种牙前

蔡庆文 男 助人为乐 私企负责人。
1997年创业成功，带动家乡200人就业；
2009年出资10万，为家乡建设公路。他热
心公益事业，积极带动村民致富，为家乡的
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长寿区

邓光军 男 助人为乐 社 区 居
民。从 1998 年起，无偿照顾腿脚不便
的邻居婆婆。网上得知家境贫寒的大
学 生 为 学 费 发 愁 ，爱 心 助 学 5 万 余
元。他多年坚持善行善举影响着身边
人，被乡亲们誉为“新乡贤”。 梁平区

王远新 男 助人为乐 社区居民。
30多年来，他长期照顾多名社区孤寡老
人，定期主动关爱困难家庭，调解群众矛
盾，创办社区老年协会，是大渡口区“和
事佬”志愿服务协会会长，全国孝老、敬
老先进模范人物，深受当地群众的尊敬
与爱戴。 大渡口区

郭元菊 女 助人为乐 社 区 居
民。5 年来，坚持照顾身患重病残疾，
生活不能自理的邻居女孩，为她洗衣
做饭、收拾家务，甚至接到自己家里去
住。女孩生病后，还自掏腰包为她看
病抓药。郭元菊义务照顾残疾邻居的
故事在当地传为佳话。 巴南区

申忠 男 见义勇为 社区居民。7
月 12 日，回家途中发现邻居家失火，
他不假思索冲进起火的房间，先后救
出 3 人，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生命
赞歌。 忠县

杨洪平 男 见义勇为 社 区 居
民。7 月 13 日晚，在长江江津几江段，
一名落水男子被江水卷得远离岸边。
危急时刻，正巧路过的杨洪平没有多
想，立马扎进水里，在江水中游了一公

里远，追上溺水者，带着他顺水而下，
最终在热心群众的帮助下成功救出溺
水者。 江津区

姜博文 男 见义勇为 社 区 居
民。5 月 12 日，一名持枪劫匪经过周
密的计划和踩点后，冲进云阳县一家
黄金店实施抢劫。危急时刻，90 后青
年姜博文挺身而出，拦住劫匪去路，勇
敢地与歹徒搏斗，并将其成功擒获。

云阳县
贺靖霖 男 诚实守信 中 学 教

师。2016 年底，因父母患重病急需救
治，贺靖霖通过网络筹集爱心款 89000
元。父母因治疗无效去世后，他忍住
悲痛，将剩余的 4 万元爱心善款转捐
出去，期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而因
治病欠下的债务，他则通过卖掉房屋
清偿。因他的诚信行为，在天天正能
量评选中，获得全国三等奖，而他则将
所 获 奖 金 也 捐 献 出 去 ，用 于 公 益 事
业。 垫江县

吴新 男 敬业奉献 中学教师。从
教24年以来，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献给
了学生。他曾将下岗职工的子女接到自
己家来，用并不宽裕的工资资助学生参
加比赛。他一直潜心钻研信息奥赛，出
版过4部教材，发表了十多篇文章。他
的学生有4人获得信息学奥赛全国赛银
牌，7人获得铜牌，72人次获得省级联赛
一等奖，10多人考上清华、北大、纽约大
学等国内外著名高校。 渝北区

王志勇 男 敬业奉献 医生。长
期坚守在艾滋病防治一线，10 余年
来，为上千名求询者排忧解难，与数百
名感染者面对面沟通谈心。当遭遇患

者的电话谩骂，他主动寻访，上门提供
心理疏导；面对生活困难的患者，他积
极协助病人办理特病和申请低保。他
用专业知识帮助艾滋病患者，更用爱
心点亮了患者生活的希望。九龙坡区

易宗成 男 敬业奉献 非遗传承
人。他是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合川
峡砚传承人。30 余年来，由他雕刻的

《百龙戏龟》《百聚财》《钓鱼城》《乐在
福中》等合川峡砚作品，集观赏、收
藏、实用于一体，并融入平雕、浮雕、
圆雕、镂空雕等多种雕刻技法，曾多次
荣获国内外大奖。 合川区

胡建农 男 敬业奉献 广电干部。他
是名副其实的广电技术专家，研发了重庆
市第一代用户管理系统，升级换代后的管
理系统被全国同行竞相学习引用。他是脚
踏实地的广电改革先锋，他先后负责开拓
建设重庆有线多个新设领域。他是广电的

“拼命三郎”，总是加班熬夜，勤勤恳恳，任
劳 任 怨 ，直 至 倒 在 工 作 岗 位 上 。

重庆广电集团
张照亮 男 敬业奉献 高 级 技

师。30 多年来，张照亮始终坚守在一
线岗位，从一名普通维修工成长为行
业技术能手。他在岗位上不断攻坚克
难，通过改善生产工艺，为企业节约资
金 35 万，为下游企业节省成本 30%；坚
持研发创新，获得多项在实用发明专
利，还培育出一批优秀的一线工人。
2014 年，他荣获“全国机械工业劳动模
范”称号。 北碚区

何国权 李奎 彭中琼 王英 敬业
奉献 扶贫干部。多年以来，他们扎根
农村、服务群众，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始终牵挂着群众的安危冷暖。在扶贫
攻坚阶段，他们组成柿坪村扶贫工作
组，长期驻守在扶贫点上开展工作，帮
助农民群众解决生产生活问题。6 月
29 日 10 时许，他们像往常一样乘车前
往柿坪村扶贫点开展工作，由于山陡
路滑，在通过交通便道时不幸发生车
祸，何国权、李奎、彭中琼 3 人因公殉
职，王英因公负伤。 城口县

王慧 女 孝老爱亲 村民。12岁那
年，在外打工的父母意外身亡，从此王慧
就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她学习做家务、
干农活、利用假期采药材换钱，还照顾年
迈的爷爷奶奶和年幼的弟弟。为了能照
顾家庭，她一边学习一边做兼职养家。毕
业后，王慧仍打着两份工，虽然生活艰辛，
但她却目标坚定：照顾好弟弟、照顾好这个
家。 开州区

杜定兰 女 孝老爱亲 社 区 居
民。2007 年 4 月 29 日，一场突如其来
的车祸，让儿子变成了躺在床上的植
物人，医生告知杜定兰，儿子醒来的可
能性几乎为零。但她不信，她坚信儿
子一定会醒！就这样，在她十年如一
日地悉心照料下，儿子终于醒来，开口
说了句“辛苦”。杜定兰用母爱创造出
了生命的奇迹。 江北区

陈海燕 女 孝老爱亲 村民。23
年前，丈夫因误触高压线，导致双臂高
位截肢。那时，他们才刚结婚。面对
丈夫空空荡荡的双袖，她默默地守在
丈夫身旁，照顾他的饮食起居。百感
交集的丈夫，为了不拖累妻子，主动提
出了离婚，却被妻子拒绝。23 年来，
陈海燕一直不离不弃守候在丈夫的身

边，照顾丈夫，并帮助他重拾生活的信
心。 酉阳县

张红梅 女 自强不息 个体经营
户。2002 年，张红梅不幸患上乳腺癌，
在亲人朋友的关心照顾下，她重拾信
心，积极治疗，最终战胜病魔。康复
后，她自立自强，经营一处摊位，还解
决 了 3 名 失 业 人 员 就 业 问 题 。 2005
年，她加入了重庆市癌症康复会，参与
病人心理疏导等工作。为帮助癌症病
人重拾希望，2006 年她带头成立了渝
中区“风雨姐妹”组织，把患有宫颈癌
和乳腺癌的病人聚到一起，组织外出
郊游、唱歌等活动，并且还发起了防癌
抗癌知识进社区活动，成了大家眼中
的“抗癌明星”。 渝中区

刘杰 男 自强不息 企业职工。7
岁时，家中一场意外，他失去了母亲，
也失去了双腿。几年后，相依为命的
奶奶也撒手人寰。为了生活，他拖着
溃烂的双腿，去数十个城市沿街乞讨
了 8 年，在政府的关爱和社会爱心人
士的帮助下，他自立自强，刻苦学习、
努力工作，如今成为一名大型连锁超
市的中层干部，并用自己的方式感恩
回馈社会。 铜梁区

郑建伟 男 自强不息 盲 人 学
生。郑建伟先天性失明，通过三年努
力，自学完成雅思的全部课程，最终以
6.5 分的高分被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对
外英语教学专业录取。在第五次全国
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集体和个人表彰
大会上，郑建伟被表彰为全国自强模
范，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接见。 黔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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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考新规下月起实施
考驾照更难？实操项目难度不升反降！

重庆商报讯 昨天凌晨，在石马河
盘溪河附近，一中年男子喝醉酒后要到
河里洗澡，结果掉到河中爬不出来，在河
里“泡”了3个多小时，随后被过路群众
发现后报警。接警后，江北区公安分局
交巡警支队石马河大队和石门派出所民
警联合武警消防官兵共同施救，使得该
男子脱离生命危险。

昨天7时 40分许，江北区交巡警支
队石马河大队接到报警称，有名男子赤
裸身体在盘溪河里洗澡，怀疑他上不来
了。民警周新波立刻赶往现场，发现在
盘溪河九村段，果然有一名男子赤身裸
体在盘溪河里，弯着腰埋在水中。

河岸两边均是6米来高的河堤，并没
有可以下河的梯步，民警对河中人进行
了喊话。河中男子称自己在摸东西，具
体摸什么又说不清楚。随后，交巡警立
即联系石门派出所民警和消防官兵前来
救援，最终将男子成功救起。

经民警后续调查，坠河男子张某前
晚在石马河某火锅店和朋友饮酒后独自
一人回家，趁着酒意，从一个低矮的河坝
下河洗澡，哪知水流较急，不知不觉中他
来到了河堤较高的下游，结果被困河里3
个多小时。随后路人报警，被民警救上
了岸。

重庆商报讯 9 月 24 日凌晨，在南
岸区南湖路上演惊险一幕！杨姓女子饮
酒后驾车在与一辆出租车擦挂后协商未
果，竟自驾车离开现场，不久就因操作不
当，直接撞上了停在路边的 4辆车和路
灯杆，损失达10余万元。杨某右小腿骨
折，目前正在医院进行住院治疗。

杨某酒后驾驶机动车连续发生两次
事故，不但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得不
到保险公司的赔付，而且因醉驾被吊销
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还要因涉
嫌危险驾驶罪面临刑事处罚。该案正进
一步办理中。

醉驾女凌晨擦挂逃逸
连撞四车损失逾10余万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韩政

醉汉酒后要下河洗澡
掉进河中3小时上不来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三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