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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清明节，中国最重要的传
统节日之一。它所带来的人员、车辆大
流动，堪称第二个“春运”。清明小长假
期间，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在市局党委
的坚强领导下，早研究、早行动，强化
疏导治乱，加强出行提示，确保了全市
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据统计，4月 5日
至 7 日， 全市共查处交通违法 1626
起，其中超员 34起，酒后驾驶 3起，涉
牌涉证 34 起，违法停车 105 起，违反
禁令标志 60 起， 机动车不礼让行人
136 起； 缉查布控系统拦截处罚 174
辆，其中逾期未报废车 2辆，逾期未年
检 20辆，违法未处理 2 辆，实时非现
场违法 143辆。

做足“研判”，精心组织。交警支队
强化风险防控意识， 提前分析辖区道
路交通安全态势以及流量变化特点，
制定 《2019年清明节期间道路交通管
理工作实施方案》，各路面执勤大队对
辖区内烈士陵园、 公墓等较为集中的
祭扫点、商业网点、辖区旅游景点进行
实地排查，预测车流量、停车特点，合
理设置进出道路折返点， 全面提升全
路网道路通行能力和事故预防能力，
点线面结合织密道路整体防控网络。

做细“排查”，整改隐患。交警支队
突出城市郊区、农村地区、陵园墓区、
旅游景区等“四区”和重点企业、车辆
的隐患排查整改。 4月 4日上午，副市
长、市公安局长章银发，市公安局副局
长、 交警交警支队长张勇深入淮北雷
鸣科化危爆品运输公司进行安全检
查；4月 4日下午， 交警支队联合市运
管处召开 3月份全市重点运输企业源
头安全监管会议， 部署清明节期间交
通安全工作； 各大队分别对辖区内烈
士陵园、 公墓等较为集中的祭扫点进
行了一次排查，对排查出的问题，及时
汇总和整改，对一时难以整治的，采取
临时性措施， 增设警示标志， 增派警
力，加强巡逻管控。

做实“勤务”，疏堵治乱。交警支队
启动二级勤务，最大限度地把警力、车
辆、装备摆到陵园、公墓、景区、商业网

点等容易发生事故、拥堵的路段，加强
管控和疏导。
做强“宣传”，引导先行。交警支队

依托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充
分利用公安新媒体矩阵，认真做好“两

公布一提示”， 加强景区墓区道路、城
市出入口、 高速公路服务区等车流密
集点段的交通安全宣传。在重要路段、
场所张贴宣传标语， 提醒群众注意交
通安全；通过分发宣传资料等形式，广

泛宣传交通安全法规， 引导驾驶人安
全出行。

在交警部门的全力保障下， 清明
节期间我市未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交
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

本报讯 近日， 一辆小轿车在
高速上因爆胎无法前行而停在应
急车道，车上 3人被困高速。 在他
们愁眉不展之际，淮北交警高速一
大队民警发现并及时救助。

4月 3日上午 10时 35分许，
高速一大队民警巡逻至京台高速
合肥方向 790公里处时，发现有辆
小轿车停在应急车道，路边站着两
人，车旁蹲着一人，旁边是不时呼
啸而过的车辆，情况十分危险。

民警立即下车查看情况，并引
导驾驶员做好安全防护措施。经询
问得知，这一男两女三人结伴出行
游玩，归来途中遭遇爆胎，男驾驶
员是位新手，刚买的新车，还没遇
到处理车辆故障的情况。民警来时
他正一边百度一边试着更换轮胎。

了解了情况后，民警提醒两位
女士在高速护栏外安全地带等待，
随即帮助驾驶员更换轮胎。由于更
换的是非全尺寸备胎，民警还叮嘱
驾驶员，行驶中要打开双闪，行驶
速度不要超过 80公里/小时，尽量

在下一出口驶离高速，到家后要及
时更换全尺寸轮胎。民警的热情帮
助受到一行 3人的点赞，并表示时
间已临近中午，想请民警吃饭表示
感谢。 民警婉拒他们的真诚相邀，
直言这是交通警察应该做的。

高速交警提醒： 自驾出游，请
提前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和保养，
确保车辆转向、制动、轮胎、灯光等
关键部件安全状况良好，并随车携
带警告标志牌、千斤顶、螺丝套筒
等工具，以备急需；高速行驶途中，
如遇爆胎，不要慌张，应当握紧方
向盘并松开油门，切莫紧急制动或
急打方向。稳住车辆后轻点刹车降
低车速，将车滑至应急车道。 之后
立即打开双闪， 警示附近车辆，并
在车辆后方 150 米处放置三角警
示标志，同时将车内人员疏散至路
侧安全防护设施以外；接下来根据
实际情况选择自行更换备胎或打
电话寻求道路救援服务；值得注意
的是，如果是自行更换轮胎，那么
速度要尽可能快，因为在高速上逗
留的时间越长，发生事故的可能性
就越大。

本报讯 故意污损机动车号
牌，还上路行驶，近日，交警三大队
民警在巡逻过程中发现这样的行
为，对司机进行了处罚。

3月 22日晚 １０时 10分左右，
交警三大队民警在巡逻至 202 省
道 22公里处时， 发现一辆蓝色轻
型普通货车，车辆后方车牌严重污
损，车牌号完全看不清楚。

民警迅速将该车拦停至路边
进行检查，发现该车后挡板积了厚
厚的一层灰， 遮挡住了车辆号牌，

驾驶员徐某解释称因为前一天下
雨， 车辆在溅到泥水后挡住了号
牌，没来得及清理，自己也没在意。
民警指出就算下雨车辆弄脏了，也
应该及时清理，特别是机动车号牌
处， 是机动车的重要识别标志，不
得以任何理由进行遮挡，驾驶员的
行为属于故意污损机动车号牌，存
在极大安全隐患。

根据《交通安全法》第 11条第
2款， 驾驶员徐某因故意污损机动
车号牌，被处以驾驶证记 12分、罚
款 200元的处罚，并责令其立即将
污损号牌清理干净，恢复原状。

本报讯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
跑、为生命接力的紧急救助。近日，
交警一大队辅警李俊争分夺秒护
送昏迷幼儿就医，赢得了群众的高
度赞扬。

3月 25日早上 8点半，交警一
大队辅警李俊在惠黎路孟山路路
口巡逻时，听到一辆小型轿车上传
出求助的喊声：“救命，救命啊！”李
俊马上停下车了解状况。一名妇女
抱着一位两三岁的幼童焦急地大
哭，称孩子吃东西卡喉致昏迷。 眼

见早高峰期市区车流量大，幼儿母
亲焦急地不断用力拍打着幼儿的
脸和手，呼唤孩子，孩子仍然没有
反应。 李俊意识到情况万分危急。

此时车水马龙，再加上市区部
分路段修路，李俊立刻让母亲抱着
小孩上警车，拉响警笛，以最快的
速度往医院驶去。

5分钟后赶到了市人民医院，
母亲立即将孩子抱出连声道谢，李
俊说：“不要谢，快送孩子救治！ ”得
知幼儿送医及时已没有大碍后，李
俊才驾车离开。

本报讯 4月 4日，、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举办“交通大讨论”活动，邀请社会
各界群众走进警营，针对群众关心的交
通热点问题面对面互动，以推动全市交

通管理工作有序健康发展。
活动中， 交警支队有关负责同志

通报了今年以来公安交警部门采取的
管理措施及成效， 分析了城区道路交
通现状及拥堵原因。 支队广泛征求意
见，优化交通配时、完善交通设施、强

化路面管理， 努力解决群众所关心的
拥堵问题。 根据群众反映，交警部门现
场进行信号灯配时优化， 解决了 3 个
路口特殊时段的交通配时问题。 针对
群众最关心的“五中、局中路段行人过
街触摸式信号灯建设问题”，现场进行

工作部署， 要求秩序大队迅速开展建
设工作。

交警支队有关负责同志表示，将坚
持服务与管理并重，聚焦群众关注的问
题， 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回
应人民群众新期待。

本报讯 3月 31日上午，交警
二大队钟楼辖区一名老人突然昏
迷需要急救，但此时正是清明节前
祭扫高峰，S101省道车辆较多，通
行缓慢。交警二大队和交警一大队
接力救助， 及时将老人送到了医
院。

原来，早晨 8点 45分左右，二
大队钟楼中队中队长刘涛带领民
警李军在 S101 钟楼街巡逻时，接
到一名女子求助，称自己车内有一

老人昏迷，情况紧急，需要立即送
医抢救。 接到求助后，民警第一时
间确定绿色救援通道，驾驶警车在
求助车辆前面开道，同时联系交警
一大队，加紧主要路口、易堵路段
的指挥疏导，为送医车辆开辟了一
条绿色通道。

各路口民警通过协作，使原本
至少半小时的车程缩短至 7分钟，
大队民警又积极协助家属将老人
从车内抱上推床，一路送进了抢救
室，为病人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治时
间。

本报讯 4月 4日， 市交警支队联
合市运管处召开 3 月份全市重点运输
企业源头安全监管例会。会议总结一季
度全市道路运输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近
期及清明、“五一”和端午假期道路运输
安全工作。

会上， 交警支队事故大队通报了
2019年 3月份全市道路交通事故及近
期全省发生的较大事故情况，分析了几

起典型事故案例；对 4月份全省、全市
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开展预警研判，进行
预警提示。 秩序大队通报了上月全市
“两客一危”等重点运输车辆超速、超员
和有 10次以上交通违法未处理以及累
积记 12分营运客货运驾驶人情况。 车
管所通报了上月各驾校考试合格率、三
年以下驾龄驾驶人交通违法率、交通事
故率、“两客一危” 车辆逾期未检验、逾
期未检验已达到或即将达到强制报废
期的重型货车、重型挂车等情况。

会议要求，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充
分认清当前面临的道路交通安全形势，
清醒忧患，立行立改，大力开展道路运输
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 确保
我市道路运输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好
转，确保大庆之年不添堵、不添乱。切实强
化日常安全管理， 注重运输过程中的每
一个细节， 始终坚持细节决定成败的工
作态度，从严从细从实抓安全，全面落实
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积极开展危化
品运输应急演练，全市 11家危运企业今

年内至少要开展一次应急演练工作，努
力提高从业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此外，
通过聘请第三方安全评估机构和安全专
家对全市“两客一危”等重点运输企业开
展一次安全评估， 对安全评估不合格的
企业该停业整顿的一律停业整顿、 该注
销的一律注销。辖区公安交警、交通运管
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 对全市重点运输
企业开展一次安全检查， 查隐患、 促整
改，堵塞安全管理漏洞，及时消除各类安
全隐患。

车辆爆胎司机犯难
高速交警救助获赞

故意污损号牌
驾驶员被处罚

交警接力救助
打开生命通道

昏迷幼儿就医
交警紧急护送强化疏导治乱 加强出行提示

清明假期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

本报讯 近日， 濉溪一男子遇
到交警查酒驾弃车而逃，民警在追
赶时惊奇的一幕出现了，该男子竟
然像中了魔力一般， 仰面倒下，惊
呆所有围观群众……

3月 21日晚上，濉溪县交管大
队直属中队民警在辖区王桥路口
设卡检查酒驾，21时许， 一辆白色
小轿车在距离查缉点 20余米处突
然掉头，引起了民警的注意，遂往
其方向赶去。 此时，驾驶员突然下

车，撒腿就跑，于是就出现本文开
头的一幕。

随即民警现场对其进行呼吸
式酒精检测，结果为 71mg/100ml，
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经民警
询问了解， 驾驶员刘某某晚饭时
架不住朋友劝说，酒后开车上路，
遇到交警查酒驾便想逃跑， 没想
到还没跑远， 就体力不支被民警
追到了。

刘某某也因此将面临罚款
1500元、 驾驶证记 12分暂扣 6个
月的处罚。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处
理中。

酒驾弃车而逃
交警抓个正着

市交警支队市运管处联合召开3月份全市重点运输企业源头安全监管例会

切实强化重点运输企业日常安全管理

近日，交警四大队联合烈山派出

所和烈山区消防救援大队，到龙兴学

校开展安全教育进校园活动。

活动现场，民警耐心地向同学们

讲解日常过马路、乘坐交通工具时如

何避免交通事故，以及如何求助、保护

自己等交通安全知识，教育学生自觉

遵守交通法规，摒弃各类交通陋习。同

时手把手教他们认识各类道路交通安

全标志、标线，在学习和互动中增强了

学生的法律意识，倡导全体师生文明

出行、安全出行。

■记者 黄旭

通讯员 李梦琳 李军 摄影报道

交通安全进校园

市交警支队举办“交通大讨论”活动

疏堵治乱

严格检查 宣传先行

■记者 黄旭 通讯员 付玲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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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朱冬

通讯员 郭爱芹 王化水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马婧洁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马杰

■记者 刘星 通讯员 马杰

■记者 刘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