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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中考点，女孩的腿在事故中受伤骨折，二大

队交警帮助她顺利进入考场。

又到一年麦收时，在这个忙碌的时节，农用机械的大量使用、在公路上打场晒粮，给群众出行带来了一定的隐患。6月

10日上午，淮北交警四大队民警深入田间地头，向农民群众讲解在公路上打场晒粮的危险性，提醒正在进行收割的农机驾

驶人,杜绝人货混装、无牌无证驾驶、超速超载驾驶及病车上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发生，有效增强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安全

意识。

■摄影 记者 黄旭 通讯员 李梦琳

本报讯 对于各类交通违
法行为的查处，交警部门一直重
拳打击，可是有的司机仍然心存
侥幸，使出各种“偷梁换柱”的
伎俩，但最终，等待他们的是严
厉的处罚。

6 月 4 日下午，交警四大队
民警在辖区宋疃卡口开展违法
行为整治行动中，遇到一辆小
型轿车突然停靠到路边，坐在
副驾驶的一女子快速下车与主
驾驶换了座位。但是，这俩人的
小聪明并没有逃过民警的双
眼，民警迅速将其拦截，当打开
车门，民警发现车内一股浓浓
的酒味扑鼻而来。询问谁是司
机时，凭借着职业敏感性，民警
发现坐在副驾驶的男子面露慌
张之色，民警再次严厉质问：
“你们是不是交换位置了？”二
人均予以否认。看到二人拒不
承认，民警调取了此车当时经
过卡口的视频记录，发现驾驶
人并不是该女子而是坐在副驾

驶的张某。
在证据面前，驾驶人张某

承认了酒后开车上路的违法事
实。当民警让张某现场出示相
关证件时，张某却支支吾吾，无
法出示有效证件。紧接着，民警
现场对张某进行了酒精测试，
结果张某每百毫升血液内，酒
精含量为 54mg/100ml，属饮酒
驾驶。当对张某进行身份信息
核实后，民警发现驾驶员张某
的驾驶证状态为注销、暂扣。原
来张某在 2019 年 4 月曾因实
习期内饮酒驾驶机动车被交警
二大队处罚过。这就意味着当
事人张某此次属于无证驾驶且
二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严重
交通违法行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民
警对驾驶员张某无有效机动车
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因饮酒驾
车被处罚，再次饮酒驾车的违
法行为，合并处以罚款三千元、
行政拘留十五日、吊销驾驶证、
2 年内不得考取驾驶证的处
罚。

本报讯 近期，淮北交警利用高科技查缉布
控系统，对屡教不改的违法者进行重点监管，犯
一次，抓一次，罚一次，只要你敢犯，不怕你漏网。
6 月 6 日，淮北交警一大队查获一名二次酒驾的
违法者，再次予以重罚。

6 月 6 日早上 9 时许，淮北交警一大队情
报信息中心的查缉布控系统发出警报，一辆车
牌号为皖 cfp*** 的小轿车出现在淮海路。该车
辆车主驾驶证异常，其驾驶证在暂扣期间。大
队指挥中心值班民警迅速将此信息通报给路
面执勤警力，民警王理想接警后，立刻将该车
拦截。

经初步调查，驾驶员正是驾驶证暂扣期间的
郭某。王理想还发现郭某酒味甚浓，连忙拿出酒
精测试仪一测，酒驾！随即，郭某被连人带车带
回大队作进一步调查。

经办案民警深入调查，郭某在 2018 年 6 月
曾因酒驾被处以罚款 1500 元、一次记满 12 分、
暂扣驾驶证 6 个月的处罚。因郭某未去参加学
习，驾驶证仍在暂扣期间。

由此，郭某和其车辆信息都被录入淮北交
警的大数据查缉布控系统重点监管平台，只
要此类车辆有所动作，平台会立刻自动报警
并显示方位，指挥中心值班员马上指派就近
执勤警力前往，予以拦截盘查。此次被查获，
郭某被处以行政拘留 15 天、罚款 2000 元的处
罚。

一司机二次酒驾再被查
酒驾“掉包” 被逮正着

一年一度的高考，牵动着广大学子
的心，也牵动着家长和淮北交警支队全
体民警的心。为确保高考期间交通安
全，淮北交警支队按照市公安局党委部
署，提前谋划、周密部署，有效应对了
“端午节与高考” 叠加带来的交通压
力，稳定了全市交通安全形势。期间，共
出动警力 1800 余人次、警车 600 余辆
次，设置高考执勤点 10 处、交通管制点
42 处，确保了全市 14697 名学生顺利完
成高考。

强化研判部署，确保推进有力

精准研判。支队深入研判分析高
考期间的交通流量特征和事故规律，
现场勘查调研了 10 个考点周边的交
通组织情况，加强教育部门沟通联系，
全面掌握高考工作有关部署，确保了
措施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二是周密部
署。依据研判分析结果，成立了由一名
副局长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制定了工
作方案，落实了支队统一指挥，辖区大
队主办，其他部门密切配合的工作运
转机制，各大队根据考点实际情况，做
到一点一案，定人、定岗、定责，细化工
作措施，强化应急处置；严格督导。支
队纪委利用视频巡查和现场检查，对
警容警纪、执勤执法等情况开展监督
检查，支队主要领导一线实地检查督
导，确保了各项工作措施高效落实。高
考期间，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交警支队支队长张勇，支队党委副书
记、政委王渊，分别深入到各考点检查
各项工作措施落实情况，并慰问一线
执勤民警、辅警。

强化考前专项整治，消除路面交通隐患

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考点周边路
口、路段及考务车途径路段安全隐患，
进行拉网式排查，及时补充完善缺失损
毁的交通安全设施，剪裁遮挡信号灯绿
化隐患 16 处，全面复描、清理考点周边
不完整、不规范的交通标志标线，确保
考点周边各类安全与拥堵隐患及时清
零；开展“静音护考”行动。部署开展
“禁鸣区鸣笛”“斑马线不礼让”“暴力
小绵羊”“酒驾醉驾” 等违法行为的专
项行动，及时消除“噪音”和安全隐患。
加强雨污工程施工现场管理，督促施工
单位调整施工工期，全力为考生营造
“安静备考环境”；开展企业安全大检
查活动。支队深入客运公司、公交公司、
出租车公司等客运企业，开展安全大检
查，确保接送学生的车辆安全性能良
好，驾驶员资质完备，严防“带病”车辆
和驾驶人参与接送考生工作。

强化考时秩序管控，确保道路安静畅通

加强考点周边管控。落实二级巡逻
防控和三级戒备勤务，增加考点执勤警
力，规范设置考点减速慢行、禁停、禁
鸣、限速等临时标志，加强与治安、特
警、城管和学校安保人员配合，规范考

点周边非机动停放，引导机动车按指定
位置有序停放，清理乱停乱放车辆；加
大通往考场的外围巡逻密度，及时发
现处置清撤事故现场，转运参考学生；
加强交通管制。停办货车禁区通行证，
严防大型货运车辆进入禁区，制造噪
音，挤占交通资源，造成拥堵压力；英
语听力期间，考点周边实施全面交通
管制，严格控制机动车进入考点周边，
给考生听力考试带来负面影响；突出
入场前与考试结束后两个重要时间节
点管制管控，切实加强交通疏导与分
流引导，确保考生能够顺利入场和及

时回家休整。

强化宣传引导，营造护考氛围

提前发布高考交通安全提示。围绕
“护航高考·交警同行”主题，提前发布
2019 年我市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提
示，推送手机提示短信 40 余万条，发布
原创微博 26 条，微信专题 5 个，倡议全
社会共同营造“喇叭不鸣、相城安宁”
的和谐高考交通环境；开展交警护考直
播秀。利用官方微博平台开通“护航高
考 交警同行”话题，一线直播交警护考
工作，充分展示公安交警为民服务的形

象；邀请媒体随警作战。邀请淮北日报
社、交通广播、电视台等媒体随警作战，
拍摄报道交警安保工作。全方位的媒体
报道在群众中产生很大的影响，群众纷
纷为淮北交警爱心护考、尽职履职的事
迹点赞。

强化贴心服务，践行为民宗旨

成立护考应急队伍。抽调驾驶水平
高、现场处置经验丰富的精干警力成立
护考专业队，每个考点配置一辆警车和
3 辆机动摩托车，随时准备处置考生遇
到的特殊情况，同时加强考点周边路段
巡逻，积极为参考途中遇到困难的考生
提供最快最优服务。6 月 7 日，二大队梅
苑考点护考警力，驾驶警用摩托车载带
考生快速返家，及时取回准考证，顺利
进场参加考试；开辟爱心护考“绿色通
道”。通往考点的各大重要路口、路段,
开辟高考绿色保障通道, 指挥中心加强
指挥调度，适时调整提升沿线信号灯通
行能力，加强通行疏导，及时发现处置
各类警情，确保涉考车辆能够安全、及
时到达考场。

此次高考安保任务，我市全体执勤
民警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顶烈
日、冒酷暑，认真执勤，密切配合，规范
文明执勤执法，热情服务考生，加强交
通管控和疏导，确保道路畅通、秩序井
然，使高考的安保工作稳步有序地展
开，得到了广大考生和家长的一致好
评，圆满完成了 2019 年高考交通安保
工作任务。

考场外的满意答卷
———淮北交警支队圆满完成2019年高考交通安保工作

为确保考点附近道路安全
畅通，交警二大队采取各项交通
管制措施，切实加强道路交通安
全保障工作，全力为高考保驾护
航。

风驰电掣，送考取证

6 月 7 日上午，淮北市梅苑
中学考点一名考生将准考证忘
在宾馆，向执勤交警求助后，二
大队交警用警用摩托将考生带
往住处取回证件，并及时把她送
回考场。

6 月 8 日上午，淮北市实验
高级中学门口一名考生向交警
求助称自己走错考场，交警立即
驾上警车迅速将她送至十二中
考点。

限行封路，保障考试

6 月 8 日下午，英语听力考

试期间，二大队实行交通管制，
提前将考点周边路段封闭，禁止
车辆进出，做好噪声控制工作，
维护良好的考试氛围。同时，宣
传民警通过微博、微信平台及时
通报路况信息，引导公众合理选
择绕行路线，减轻考场周边交通
压力。

夜间无休，净化环境

高考期间，二大队交警加强
巡逻，加大对考点周围路段的交
通管制力度，执勤疏导，清理违
停，排查酒驾，市区禁止车辆鸣
放喇叭，净化考试期间的道路交
通环境。

高考期间，交警二大队在辖
区三个考点合理部署警力，保证
每个执勤点都是服务点，每辆执
勤车都是服务车，两天内，大队
全警动员为高考护航，共计收到
10 宗求助警情，为 6 名考生提
供帮助，圆满完成 2019 年高考
安保答卷。

护航高考 交警辛苦了

成立护考应急队伍，随时准备处置考生特殊情况。

路面交警为需要服务的考生提供帮助。

本报讯 6 月 7 日，濉溪中
学考场外，考生家长为执勤交警
撑伞遮阳的一幕，感人又暖心。

“她从背后走过来的，我完
全没注意到，今年高考天气比
较热，我本来还担心考场学生
会不会有中暑的，没想到竟然
有家长给自己打伞遮阳，很惊

讶，也很感动，发现后当时就婉
言谢绝了，只希望广大考生高
考顺利就好!” 对于当时的情
景，执勤交警回忆道，当时他毫
无感觉，还以为是有云遮住了
太阳，10 多秒后才发现是有人
给他打伞。

为交警遮阳的考生家长表
示，交警在烈日下暴晒执勤为
了考生，她作为考生的家长，也
想要为交警做点事，哪怕只是
为他们撑一会儿伞。

你守卫安全我为你遮阳

麦收时节忙 别把安全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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