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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2020年茅台酒价格 1980年38000元
2019年2700元
2018年3000元
2017年3100元
2016年3200元
2015年3300元
2014年3400元
2013年3500元
2012年3700元
2011年3800元
2010年4600元

2009年4800元
2008年5200元
2007年5400元
2006年5800元
2005年6000元
2004年6100元
2003年6300元
2002年7100元
2001年7500元
2000年9300元

1999年9500元
1998年10800元
1997年11100元
1996年21100元
1995年22100元
1994年22500元
1993年23200元
1992年23500元
1991年24100元
1990年24500元

1989年25600元
1988年26600元
1987年27600元
1986年31600元
1985年32100元
1984年32600元
1983年33600元
1982年35600元
1981年36600元
1980年38000元

征集品种：所有年份的茅台酒及17大品牌50度以上的白酒（茅台、
五粮液、剑南春、郎酒、西凤酒、汾酒、董酒、泸州老窖，泸州特曲、洋河大
曲、全兴大曲、所有洋酒XO、地方老酒等）另外，收购阿胶、冬虫夏草等。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吉林大路1476号(烟酒茶行店)
乘车路线：G1,G102，G103，G115,Z287,G301,T331,T332,

T333,T342,T343,T345,T346,G361,G360和顺街站下车西行
100米（烟酒茶行）

15192546667
15234067339

北京老酒收藏馆
收 购 老 茅 台
活动时间：2月18号—2月28号（8：00-18：00）
免费鉴定 评估价值 各省市免费上门回收

北京老酒收藏馆为全市范围内拥有陈年老酒的市
民鉴赏评估，如有成交意向可高于市场价20%回收。
收购电话：张经理 1519254666715234067339

(此广告长期有效 可上门收购)

此价格为53度全品相不少酒、不烂膜价格。

北达汽车公司十一车队

多措并举 保安全生产
为进一步夯实安全基础，提高安全生产

可控度，近日，长春公交集团北达汽车公司
十一车队持续严抓安全培训和隐患排查，多
措并举为安全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十一车队严格制订月度、年度职工培训
计划，抓好职工维修技能操作培训，同时，安
排经验丰富的技师和维修技术骨干为教练
员，充分发挥安全培训主体作用。车队加大
对车辆隐患的排查防治力度，不定时、不定
次对车辆进行随机抽查，确保车辆隐患可防
可控，从源头上预防各类事故的发生。

十一车队围绕维修生产目标，以强化维
修管理为手段，规范职工作业行为，为实现
管理无漏洞、车辆无隐患、行为无违章、安全
无事故奠定了坚实基础。

长春晚报全媒体记者 郭明彤

北达汽车公司二车队

举办职工乒乓球比赛
为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缓解工作压

力，让职工在工作之余放松心情。近日，长
春公交集团北达汽车公司二车队举办“魅力
公交”乒乓球比赛。

紧张而精彩的乒乓球比赛丰富了职工
的业余文化生活，为职工提供展示自我、相
互交流的平台，同时也提高了职工间团结协
作与交流沟通的能力，营造了团结奋进的良
好氛围。北达汽车公司二车队党支部书记
邹德伟表示，职工常年奋斗在一线，强健的
体魄是工作的前提，希望职工在业余时间积
极参加体育锻炼，打下健康基础。

职工们表示，乒乓球比赛不仅提供了强
身健体的机会，还增加了职工之间的交流，
增强了队伍的凝聚力，希望有更多机会参与
到类似活动中。长春晚报全媒体记者 郭明彤

教育部：

推动“职教高考”
成为高职招生主渠道

记者从教育部23日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了解到，2022年，教育部将完善“职教
高考”顶层设计，扩大职业本科、职业专科学
校通过“职教高考”招录学生比例，推动“职
教高考”成为高等职业教育招生，特别是职
业本科学校招生的主渠道。

“考试招生是牵动职业教育改革的‘牛
鼻子’，是优化类型定位、畅通学生升学通道
的关键。”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
长陈子季介绍，教育部将在总结地方实践经
验的基础上，完善“职教高考”的顶层设计，
更好地发挥“指挥棒”作用。他表示，教育部
将加强考试制度和标准建设，优化“文化素
质＋职业技能”结构比例和组织方式，推动
建立省级统筹、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职教
高考”制度，改善学生通过普通高考“千军万
马过独木桥”的问题，使中考分流压力和“教
育焦虑”得到有效缓解。“下一步我们将力争
让更多的职业学校毕业生接受高质量的职
业本科教育。”陈子季说。 据新华社

此次修改，增加了一次记9分的种类、
删除了一次记2分的记分种类，对23项违
法记分保持分值不变，对14项记分行为降
低了记分分值，删除13项记分行为，并对部
分记分项的表述作了拆分、合并。修改后记
分行为由原来的52项减少到50项。

新规维持了对严重妨碍交通安全违法
行为的扣分力度，如对酒后驾驶、交通肇事
逃逸、严重超速行驶、使用伪造变造牌证等
违法行为，仍规定为一次扣12分的顶格扣
分。

新规降低了部分扣分分值。如对驾驶
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
行驶的，规定从原来的一次扣12分降为扣3
分，是记分下调幅度最大的一项。驾驶与准
驾车型不符、未悬挂号牌机动车，故意遮挡
或污损机动车号牌等行为，则从一次扣12
分降至扣9分。

有些行为从此不扣分。如驾车未放置
检验标志、保险标志，未随身携带行驶证、驾
驶证等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低能见度气象条
件下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不按规定行
驶、驾驶设计最高时速低于70公里的机动
车进入高速公路等行为。

新规新增了部分扣分项目。为加大打
击“分虫”力度，新增“代替实际机动车驾驶
人接受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和记分牟取经济
利益”为一次扣12分的交通违法行为。在
一次扣6分的交通违法行为中，新增了“驾
驶机动车运输危险化学品，未经批准进入危
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限制通行的区域”“机动
车驾驶证被暂扣或者扣留期间驾驶机动车”
两项行为。

对“驾驶擅自改变已登记的结构、构造
或者特征的载货汽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
为首次扣分，实施一次扣1分。

新规同时上调了部分扣分分值。驾驶
营运客车以外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城市
快速路行车道停车的，从扣6分提高到扣9
分；驾驶机动车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从
扣2分提高到扣3分。

此外，新规还规定了分值“回血”方法。
对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
学习且经考试合格的，或者参加公安交管部
门组织的交通安全公益活动，符合条件的可
以消分“回血”，一个记分周期内最高“回血”
6分。

顶格扣分
酒后驾驶

交通肇事逃逸
严重超速行驶

使用伪造变造牌
证等违法行为

新规
变化

开车打手机扣分更多
对“分虫”顶格扣分

参加公益活动能“回血”……

交通违法
记分新规

透视

对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
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扣12分降为扣3分
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
未悬挂号牌机动车

故意遮挡或污损机动车号牌
扣12分降至扣9分

专家认为，要将新规“规则优势”转变为“治理
效能”，仍需综合施策。

严格依法执行规则至关重要。“以接受交通法
治教育消减扣分是非常有价值的举措，但其价值体
现在严格的执行和良好的实效，应防止其转化为变
相‘后门’。”李巍涛指出，扣分要严格依法，“回血”
更要严格依法。

公安机关将“严查严处弄虚作假、买分卖分、替
学代学、考试舞弊等行为，对发现违法违规的，严格
依法处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李江平说。

相关规则的设定如何进一步凸显科技服务
规则适用的能力？李巍涛建议，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构建一体监管系统将有助于记分标准的
合理裁量，通过科技手段助推规则适用更加高
效。

随着新规的施行，公安部交管局将推广应
用全国统一的公安交管业务监管系统，加强对
交管业务全链条、全过程、全方位监督，对违规
异常问题及时预警、及时核查、及时处置，建立
健全常态化业务监管机制。杨幸认为这样“管
理更科学、更合理，基层在执法过程中更有抓
手和针对性。”

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
员会主任黄海波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交通方式
的不断更迭，相信记分规则还将持续动态优化，在
交通管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守护千家万户的
出行安全。

据新华社

4月1日起，《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
新规对现行记分项目进行了增减，还对部分项目的分值进行了调整。

记分规则将有哪些重要变化？为何要变？
将如何助力我国交通安全领域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升？

记者就此采访了有关部门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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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违法记分规则是我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于2004年出台后所设置的一项制度。
同年公安部发布《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
规定》，以附件形式明确了记分行为和记分
分值。

要实现与民法典、行政处罚法等重要法
律统一协调，就需要对驾驶证记分管理作出
相应调整。公安部交管局局长李江平此前
接受采访指出，此次单独制定新的部门规章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是
为了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更好
满足人民群众对安全便捷高效服务的新需
求，通过制度完善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水
平。

专家表示，扣分规则因时因势而改，更
有利于体现执法部门法治思维和专业水准
的提升，同时也是交通安全领域治理能力现
代化水平提升的表现。

“记分标准有升有降，体系更为合理，
体现了规则源于生活的道理和宽严相济的
精神。”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李巍涛
说。

充分体现宽严相济的精神是新规突
出特点之一。新规规定，对多次记满 12
分的驾驶人进行更严格的教育和考试：对
一个记分周期内多次记满 12分的，延长
学习时间，增加学习内容，增加考试科目，
对多次违法驾驶人加强教育管理。而对
于交通违法行为情节轻微，给予警告处罚
的，免予记分，更加突出对轻微违法的教
育作用。

李巍涛表示，新规改变以往围绕扣分展
开的观感，加强了对驾驶人教育的引领作
用，让法律更有人情味。

新规还主动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
新情况。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情报信息中队中队长杨幸告诉记者，
当前一些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与部分特
定种类车辆驾驶人不够重视交通规则直接
相关，亟需对此加强惩戒。

新规对记满12分的大中型客货车驾驶
人进行更严格的满分学习教育，提高考试难
度。“对于比较严重的违法违章，比如酒驾醉
驾、肇事逃逸等，坚持严扣以减少其发生，是
对司乘人员和潜在受害方人身财产安全的
真正保护。”从事多年客运工作的驾驶员陈
富贵说。

降低扣分

驾车未放置
检验标志、保险标志

未随身携带行驶证、驾驶证
低能见度气象条件下

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
不按规定行驶

驾驶设计最高时速
低于70公里的机动车

进入高速公路

不扣分的

上调分值
驾驶营运客车以外的机动车
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

行车道停车的
扣6分提高到扣9分

驾驶机动车时
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
扣2分提高到扣3分

新增“代替实际机动车驾驶人
接受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和记分

牟取经济利益”扣12分
新增了“驾驶机动车

运输危险化学品
未经批准进入危险化学品
运输车辆限制通行的区域”

“机动车驾驶证被暂扣或者
扣留期间驾驶机动车”

新增扣分

对“驾驶擅自改变
已登记的结构、构造

或者特征的载货汽车上道路
行驶的”违法行为首次扣分

实施一次扣1分

实施扣1分

分值“回血”
对参加道路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学习
且经考试合格的

或者参加公安交管部门
组织的交通安全公益活动

符合条件的可以消分“回血”
一个记分周期内
最高“回血”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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