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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整治大货车 严查上路报废车
交警支队多举措助力打赢“蓝天保卫战”
■ 记者 刘星
通讯员 马杰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全市
大气污染防治形势分析汇报
会上的指示精神， 全面完成
2019 年大气污染环境空气质
量改善约束性指标，进一步加
强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近
来，交警支队以大货车专项整
治和严查报废车上路行驶为
工作重点，采取五项措施打好
“蓝天保卫战”，扎实推进大气
污染防治专项行动。
2019 年 2 月 20 日发布大
货车禁区抓拍公告， 新增 10
处抓拍卡口，对大货车进入城
区的道路全覆盖，对不办理禁
区通行证进入城区的大货车
进行抓拍处罚， 与此同时，面
对重污染天气，在 1 月 1 日至
2 月 1 日， 支队启动高污染天
气应急预案，抽调 30 名警力，
在城区周边设置 8 个执勤点，
2 个机动流动防控点，24 小时
守候，开展大货车、农用车、高
污染车辆夜间禁行工作，劝导
分流货车 1342 辆。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1 日， 共抓拍
处罚大货车闯禁区 4216 起。
交警支队根据市环保局
要求,进一步细化市区大、中型
货车通行证办理程序和管理
要求,2019年1月1日至2月1日
期间, 市交警支队根据市大气
污染防治办公室出具的《机动
车管控通行申请表》, 为大、中
型货车办理禁区通行证; 在重
污染天气应急预警解除后,各
大队根据大气污染监控点分
布位置,科学限定通行路段、通
行时间,实行错时、分批通行,
避免集中通行造成污染累加,
并对不同用途车辆, 采取不同
办理政策。
在大气环保监测点200米
半径范围内采取24小时巡逻
防控;支队抽调精兵悍将,全天

酒后驾车遇交警
慌不择路钻草丛
■ 记者 刘星
通讯员 侯洁
本报讯

男子心存侥幸酒后开
车，被查时一头扎进草丛，结果不
仅丢人，还被处罚。
3 月 4 日， 交警三大队在辖区
开渠路杜集新村路段开展酒驾查
处行动。 下午 13 时 45 分左右，一
辆白色小轿车突然急拐进旁边的
岔路口，中队长胡院生察觉到事有
蹊跷，立马上前查看情况。
车辆拐进了一个死胡同，驾驶
员从车上下来之后，头也不回地向
前逃跑，慌不择路钻进了路边的草

撞伤老人驾车逃逸
一张贴画暴露行踪
■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侯洁
本报讯

大货车专项整治。
警务实战技能大比武 。
■ 摄影 万善朝

24小时不间断地在国家大气
环保监测点巡逻防控, 对发现
上路行驶的重污染车辆, 加强
现场查处、劝返等整治工作,对
上路行驶的重污染车辆依法
查处并按照上限处罚。 坚决打
赢“蓝天保卫战”。
在监测点一公里半径范
围内采取警车不间断巡逻防
控。 交警支队召开大气污染防
治专题会议, 科学调整勤务安
排和警力部署, 强化巡逻管控
和定点查处,严查“冒黑烟”高
污染机动车、运输石料、水泥

等货运车辆进入大气污染监
控区,严查闯禁区、超限超载、
抛撒扬尘等重点违法行为。
交警支队车管所严把机
动车注册登记检验关, 从源头
上防范超标排放车辆上路行
驶。 在注册环节, 要严格对照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
品公告》,对与《公告》车型不一
致的车辆,坚决不予注册登记。
要严格按照《关于进一步规范
排放检验加强机动车环境监
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环规大
气〔2016〕2号)要求,对未经排

放检验合格的机动车, 不予核
发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 同
时各辖区大队持续开展源头
隐患“清零”活动,对达到使用
年限和三个检验周期检验不
合格车辆, 及时督促车主办理
车辆报废和注销登记。 加强报
废车辆、逾期未检验车辆的路
面管控, 通过缉查布控系统对
报废车辆、逾期未检验车辆进
行布控, 并依托交警执法站及
时拦截查处。
为了进一步加大机动车
尾气污染防治的工作力度,交

警支队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安
排大货车整治路面管控工作,
要求对过往货运车辆做到逢
车必检,不漏一辆,对不符合要
求的,一律劝返和纠正。 同时各
大队依托交警执法站和缉查
布控系统, 在认真分析研判夜
间交通违法行为特点的基础
上,严厉打击黄标车、报废车上
路行驶,强化渣土车、混凝土搅
拌车、建材运输车、散装运料
车的路面治理, 对查获的违法
车辆严格按照上限处罚, 形成
严防、严管、严治的高压态势。

近日， 市交警三大队
事故中队经过 22 天的摸排、 调查
和蹲守，成功破获一起电动三轮车
撞伤老人逃逸交通事故案件，将肇
事司机成功抓获，而民警破案的关
键则是一张贴画。
2 月 22 日，一女子报警称其父
亲于当天傍晚 18 时至 19 时在杜
集区黄后窑村至徐暨村的乡村路
上被不明车辆撞伤致颅内出血，在
ICU 救抢救，肇事车辆逃逸。 事故
中队值班民警王德聚、朱二伟迅速
赶往现场， 发现地上有一大片血
迹， 周围附近有大量散落碎片，并
无其他线索。
由于事发地位于农村乡村道
路，周围治安监控很少，重要村内
路口的监控常年疏于维护大部分
已损毁。 在比对事发地遗留的碎片
后，民警发现该碎片灰尘较厚并非
肇事车辆遗留， 案件一度陷入僵
局。
三大队迅速成立了“2·22 逃逸
案件专案组”，展开侦查。 民警最终
在事发地旁边相山水泥厂一高空

交警街头鲜花送给女司机
■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尹晓洁
本报讯

为了庆祝三
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交警
二大队特别策划， 为女驾
驶员们送上小小的惊喜。 3
月 6 日上午， 民警在上班
高峰期来 到 市 政 府 路 口 ，
亲手把一朵朵鲜花送给女
驾驶员们， 并温馨提示她
们安全出行， 为她们送上
最诚挚的祝福。
活动中，民警针对目前

丛里， 胡院生见状迅速追赶驾驶
员， 并一把拽住了驾驶员的衣服，
大声喝止，将满身是草的驾驶员从
草丛里拉了出来。
民警对驾驶员李某进行了酒
精检测， 酒精检测值为 24mg/ml，
属于饮酒驾驶机动车。据驾驶员交
代， 他喝了点酒， 中午送孩子上
学，孩子书包忘在家里，他正要回
家给孩子拿书包， 就碰到了交警，
怕被处罚就慌不择路地逃进了草
丛里。
最终，李某因饮酒后驾驶机动
车被处以驾驶证计 12 分， 暂扣 6
个月，罚款 1500 元的处罚。

监控发现关键线索，肇事车辆类型
为二轮、 三轮电动车或摩托车，嫌
疑人性别、特征及衣着始终无法确
定。 专案组成员沿肇事车辆来时方
向反向调取沿途大量监控，确认肇
事车辆为一蓝色力之星牌三轮摩
托车，且车上载有疑似办公家具等
物品。 通过监控视频追踪，发现还
有一年龄与嫌疑人相仿的女子骑
行一电动三轮车与之同行，且车上
载有同样的家具和一幅老鹰图案
的贴画，该车进入徐暨村内就消失
了。
专案组判断两人应为该村村
民，民警王德聚、辅警宋春鹏着便
装进入该村走访侦查，在村内一收
破烂的家中发现同行女子骑行的
电动三轮车和那幅老鹰图案贴画，
而女子老公有一辆用来拉货的蓝
色三轮摩托车近日连人带车都消
失了。 专案组立即将该住户作为重
点排查对象进行布控。 王德聚、宋
春鹏在经过 4 天不间断的蹲点守
候后于 3 月 5 日上午发现嫌疑男
子，在大量的事实证据面前嫌疑人
对肇事逃逸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 该肇事嫌疑人已被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安全知识进校园

女性驾驶员逐日增多，结合
历年来女性驾驶员因独特
的驾驶习惯而发生的交通
安全事故案例，以案说法提
醒女驾驶员注意安全行
车。
“一朵鲜花，一份安全”
温馨的宣传方式，提升了女
驾驶员们的安全行车意识，
有助于预防和减少道路交
通安全事故的发生，努力营
造人人关注交通安全，人人
抵制交通违法行为的良好
氛围。

■ 记者 刘星
通讯员 张磊
本报讯

3月 1 日上午 9 时，
交警支队机动大队民警走进大风
车幼儿园， 副大队长周永带领指
导员邵锋及其他民警开展多样化
宣传活动， 为小朋友们上了一堂
别开生面的交通、防拐骗宣传课，
受到了幼儿园老师、 家长们的好
评。
民警为小朋友们展示了交通

“禁酒驾”宣传进饭店
■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李梦琳 李军
本报讯 近日，交警四
大队民警走进辖区饭店开
展“禁酒驾”交通安全宣传
活动，旨在进一步提高人民
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的
意识，全面提升辖区道路交
通管理水平，从源头上消除

安全隐患，筑牢安全放线。
民警首先将“拒绝酒后
驾驶 安全文明出行” 宣传
海报张贴在饭店醒目位置，
随后向饭店服务员及群众
发放酒驾事故案例宣传单、
安全行车读本等宣传资料，
并详解酒驾的危害性和酒
后驾驶的处罚标准，叮嘱群
众自觉监督身边司机，做到

警察手势操，表演了警务实战技能
以及警械装备使用，安全课堂激发
了小朋友们的兴趣，幼儿园的孩子
们热情地与民警互动，积极举手回
答交通知识。
随后，民警在宣传交通知识同
时又与小朋友们讲解了关于防拐
骗知识。
此次宣传活动，小朋友们不仅
学习了交通知识，同时也进一步增
强了防拐骗的意识，活动也受到了
校园老师、家长们的一致肯定。

弘扬雷锋精神
关爱弱势群体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受教育群众表示今后一定
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关爱
生命、摒弃陋习，文明出行、
远离事故。
此次宣传活动，进一步
增强了广大群众的交通安
全意识，培养群众良好的交
通行为习惯，营造出浓厚的
宣传氛围。

一朵鲜花，一句安全提示。

八旬老人迷路
热心交警帮忙
■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李梦琳 李军
本报讯

日前， 市交警支
队四大队民警热心救助一位
迷路老人， 以实际行动践行
“人民警察为人民”服务宗旨，

赢得群众的赞扬。
3 月 7 日上午 8 时 20 分
许，交警四大队民警像往常一
样巡逻开展交通违法整治工
作，发现一位老人坐着电动轮
椅行驶在梧桐大道快车道上，
当时车流量较大， 车速较快，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民警立即
上前将老人带至安全地带，经
询问得知，老人今年 86 岁了，
这次出来是前往女儿家走亲
戚，走到一半时迷失了方向找
不到回家的路。 由于身上没有
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焦急无

助的老人只能在路上漫无目
的地行走。
经过民警耐心询问，老人
说自己家住在烈山区新北村
北边， 但是具体地点想不起
来。 于是民警驾驶警车带着老
人去新北村附近寻找。

■ 记者 刘星 通讯员 付玲荣
本报讯 雷锋精神影响着一代
当警车行至新北村附近
时， 老人根据周围建筑物渐渐
想起回家的道路， 而且碰到了
朋友。在老人朋友的帮助下，民
警将其安全护送到住所附近。
离开时， 民警告知外出时一定
要注意安全，避免发生意外。

又一代人，3 月 5 日是第 56 个学习
雷锋日，为弘扬雷锋精神，践行志
愿服务理念，当日中午，交警一大
队组织民警走进海宫社区困难老
人家中开展慰问。
76 岁的杨大爷热情接待了民
警，通过拉家常，民警得知老人两
个儿子都得重病，身体也不好。 由

于身体不便，其家中连过春节都没
有打扫卫生。 随后民警便拿起了扫
把、抹布等，热心地帮助其清理家
中垃圾，擦窗户、整理衣物，老人一
直谢个不停，眼中流露出真诚的感
谢。
在民警走的时候，老人热情地
和民警挥手道别并表示感谢。 此次
活动， 丰富了学雷锋活动内涵，提
升了公安交警的公信力，进一步和
谐了警民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