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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当前已进入汛期，
暴雨、雷电等恶劣天气多发。为
有效预防辖区道路交通安全事
故和长时间、大范围的交通拥
堵，切实做好汛期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工作，淮北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全力做好
汛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提高思想认识。牢固树立
以人民为中心的交通安全理
念，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成立应
对汛期灾害突发事件应急指挥
部，由市局党委委员、交警支队
长任指挥长，交警支队党委副
书记、政委任副指挥长。进一
步增强做好汛期交通安全工作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求各大
队密切关注本地汛情，以高度
的政治敏感性和对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高度负责的态度，加强
对防汛工作的组织领导，认真
做好汛期交通安全工作。

全面加强信息采集。各辖
区大队逐步建立汛期道路交通
应急管理基础信息数据库，内
容包括：辖区道路因降雨天气
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地陷、水
淹、水毁、垮塌、泥石流的路段，
以及存在被冲毁危险的桥梁、
隧道、涵洞、边坡的位置；辖区
道路基础信息以及季节性的气
温、雨量等气象信息；辖区道路
沿线应急联动力量的组成、分
布，应急设施装备的种类、数量

和分布；建立健全汛期道路交
通基础信息收集整理体系，切
实加强对气象信息、施工信息，
以及可能导致发生道路拥堵和
中断的信息进行汇总、分析，对
突发事件征兆动态信息进行收
集、汇总和分析。

全面加强应急联动。各辖
区大队加强与应急办、气象、国
土资源、水利、市政、城管等部
门的沟通联系，完善预测预警
机制，及时收集、分析、汇总各
部门关于雨情、汛情、灾情的信

息，对各类情报信息开展分析
研判，以汛情和灾情指导警务，
根据天气的变化有针对性地开
展勤务部署工作。

加强应急预警及信息发
布。支队指挥中心、宣传科和
各辖区大队按照“早发现、早预
警、早控制”的应急处置原则，
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因降雨给
交通安全畅通、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带来的危害；加强辖区道
路巡查，强化部门信息沟通，对
可能发生的强降雨灾害做到提

前预判、心中有数、提早应对；
将辖区道路已经出现和可能出
现的灾情、险情信息及时反馈
至支队应急处置指挥领导小组
办公室，必要时通过区域短信、
高速公路电子显示屏和收费站
点，以及广播、电视、网络、微
信、微博等新闻和网络媒体向
社会发布预警提示信息。

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认真总结提炼恶劣天气交通安
全管控的好经验，积极完善应
急处置机制，科学研判暴雨、汛

期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负面影
响的程度和范围，实时掌握辖
区恶劣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情
况，完善预警应急机制。加强
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坚持实行 24 小时值班备勤，严
格落实领导带班制度，随时准
备应对突发性事件，密切关注
天气情况，保持与气象、交通、
应急管理等部门的联系，及时
收集信息，做好预警通报和协
调工作，全力确保雨季汛期辖
区道路交通安全。

加强信息采集、应急联动、应急预警及信息发布

淮北交警多措并举确保汛期平安出行

本报讯 近日，淮北交警三
大队在夜查行动中，查获一名为
酒后儿子代驾的无证驾驶员，对
方妄图谎报姓名蒙混过关，结果
被民警识破。

当日晚上，淮北交警三大队
在杜集区开渠广场路段开展夜
查行动。22时许，代某某驾驶小
型轿车行经检查点附近时，看见
前方有交警查酒驾，便将车辆靠
边停放，被现场民警查获。经现
场测试，代某某并未饮酒，民警
要求其出示驾驶证时，代某某称
自己没有带，民警随即将代某某
带至前方检查点作进一步核查。

在检查点，民警询问其姓名
时，代某某先是称自己叫宫海军

（音），后又称自己是宫庆文（音），
最后又改成为宫庆武（音）。面对
代某某的供述，民警随即用警务
通对其身份进行核查，结果显示
其真实姓名为代某某。

经询问，代某某已经申领了
机动车驾驶证，但只是通过了科
目一考试，并未参加后面其他科
目的考试，属于未取得机动车驾
驶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当
日晚上，他儿子喝了点酒，为了不
让儿子酒后开车，自己觉得离家
也比较近，所以就开车上路了。

民警对其无证驾驶的行为
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代某某也
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愿
意接受处罚，民警依法对其驾驶
的车辆进行扣留，目前该案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

本报讯 7月15日上午，淮
北交警四大队民警来到南方气
体公司开展汛期交通安全宣传
暨安全生产检查活动。该活动
旨在提高企业管理人员的交通
安全意识，为预防汛期涉货车辆
交通事故发生敲响警钟。

检查中，民警向企业负责人
通报了近期辖区内发生的涉水
道路交通事故,详细了解企业安
全生产及运输情况。结合汛期
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工作，从交通
法规、应急处置、交通事故发生

原因、安全行车基本常识等方面
讲解传授相关交通安全知识。
与此同时，民警还向企业驾驶人
强调酒后驾驶、超速超载、疲劳
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危
害性，教育引导企业负责人、安
全管理员、驾驶员要时刻遵守交
通法律法规，确保人车安全。

最后，民警还对企业危化品
车辆进行了安全检查，要求企业
务必落实好主体责任，抓好监管
工作，督促车辆按规定检审，确
保车辆性能良好。同时务必密
切关注天气变化，避免道路交通
事故发生。

本报讯 日前，淮北交警三
大队组织民警走进中国人寿财
产保险公司（淮北市中心支公
司）开展“醉驾入刑十周年”主题
宣传活动。

活动中，民警通过交通安全
法规知识宣讲、发放交通安全宣
传资料、播放交通事故案例视
频、酒精含量测试现场演示等方
式，结合图文并茂的PPT课件和
专业的法律知识分析，向公司员
工讲解了醉驾入刑的目的和意
义，酒驾醉驾的认定标准、酒驾
醉驾的现实危害、酒驾醉驾的认
识误区以及当前大队辖区交通
安全形势，让广大公司员工认识
到“司机一杯酒、亲人两行泪”是
血的教训。

为了使公司员工对查处酒醉

驾有一个直观的印象，民警还邀
请部分员工一起互动，配合民警
使用酒精含量测试仪，通过现场
演示，让大家明白民警日常查处
酒醉驾的决心和对酒醉驾的“零
容忍”，明白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心
存侥幸，让他们懂得只要饮酒开
车，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活动最后，民警结合我市电
动车管理现实状况，向公司广大
员工重点讲解了“一盔一带”和电
动车上牌入户的相关知识，讲解
电动车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危
害，教育他们在日常出行中一定
要牢记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各类
宣传资料200余份，受到公司员
工广泛好评，营造了浓厚的“醉
驾入刑十周年”宣传氛围，促进
了“饮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出
行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党史
学习教育，不断提高学习质量
和效果，7 月 8 日上午，淮北交
警一大队全体党员民警在支部
书记王凯的带领下，来到钟楼
淮海战役支前指挥部纪念馆参
观学习。

走在纪念馆支前展厅前，一
件件文物述说着人民群众支援前
线的感人故事。通过实地参观，
大家深深感受到在淮海战役那段
峥嵘岁月中，革命先烈们一往无
前、英勇善战，前赴后继、舍生忘
死的精神。弥补了在人数、武器
方面的不足。

随后，青年党员民警吴宇柯

在广场前以《忆峥嵘岁月 铸灿
烂新篇》为主题向大家讲述了中
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到今天，百
年的风云巨变、道不完的伟业辉
煌、穿越血与火的历史云烟、经
历建设与改革的风雨洗礼。她
用质朴的话语、饱含真挚的情感
打动了现场的每一位同志。活
动最后全体党员民警在广场前
重温入党誓词。

党员们纷纷表示，要以革命
先烈和淮海战役精神为学习榜
样，践行初心使命，继承发扬伟
大淮海战役精神，凝聚奋进力
量，自觉履行警察职责，坚持执
法为民，永葆党员本色，以饱满
的信心和热情投入到淮北道路
交通管理工作中去。

本报讯 为切实提高突发
事故应急救援处置综合能力，
努力确保在应对突发事件时，
能够做到及时控制、快速处理，
保障民警辅警执勤执法安全。
日前，淮北交警四大队事故中

队组织全体民警、辅警在烈山
区国购汽车文化园开展了交通
事故现场勘查处置演练活动。

为确保演练活动取得成
功，达到通过演练提高实战水
平的目的，四大队事故中队制
定了详细的演练方案，模拟了
事故现场，在演练中，宫海生副

大队长为大家带头做示范，然
后每名民警演练一遍事故现场
勘查流程和步骤，演练结束后，
宫海生副大队长针对演练中发
现的问题进行了点评，并讲解
了较为规范的现场勘查流程。

演练模拟设置了一辆小型
客车与一辆两轮电动车发生碰

撞致人受伤的交通事故，演练
民警分为现场安全防护组和现
场勘查组。安全防护组民警严
格按照安全防护的要求负责警
戒，按照要求停放警车开启警
灯，摆放交通标志及警示等安
全防护设施，同时安排专人负
责疏导现场群众和指挥过往车

辆，确保群众和民警自身的安
全。现场勘查组的民警携带必
备的事故现场勘查器材快速出
警，有条不紊地依次完成绘制
现场图、拍照、调查取证、安全
撤离等规定项目，整个演练现
场气氛紧张、贴近实战，演练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

本报讯 驾驶车辆疏于观
察，竟然驶入积水路段，强行通过
致使车辆熄火，驾乘人员被困车
内，急待救援。淮北交警一大队
巡逻民警及时赶到，主动作为，救
助群众于危难之中。

近日，我市连降大雨，导致辖
区多处低洼路段均有不同程度的
积水。为保障道路的通行安全，
消除潜在的交通安全隐患，淮北
交警一大队迅速启动恶劣天气管
理预案，安排两组警力强化对各
条易积水路段的管控。

7月15日下午，巡逻民警按
照既定预案驾驶警车正在对辖区
路段进行巡逻管控。当民警王理
想巡逻至创新大道时，发现一辆
轿车停在水中央，积水已经淹没

四车轮，驾驶员在车内不敢行动。
王理想通过现场查看，系驾

驶员疏于观察，强行通过积水路
段，致使车辆熄火被困水中。该路
段积水较深，已经无法观察路面情
况。被困人员因为怕水不敢下车，
王理想顾不得脚下情况，立即涉水
前进展开救援。然而积水深处已
经没过民警大腿，每前进一步都十
分困难，巡逻民警背着受困驾驶
员，一步一步挪到安全地带。

受困人员被救出后，王理想
将其扶上警车休息，再次配合拖
车，将受困车辆拖离积水路段。
而此时，王理想已经全身湿透。
救援结束后，王理想立即与相关
部门联系，对积水路段进行清理，
并在积水路段前后摆放警示标志
牌，提醒来往车辆前方积水，绕道
而行。

本报讯 为加强治理电动车
乱穿乱行、闯红灯、逆行等交通违法
行为，连日来，淮北交警二大队在辖
区内开展电动车集中整治行动。

行动中，大队采用固定设卡
与流动巡逻检查相结合的方式，
在电动车违法行为频发路段定点
查纠，特别是渠沟村镇街道等加
大巡逻力度，严厉查处电动二、三
轮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做到“逢
违必纠，依法管理”的严管态势。

查纠过程中，民警与电动车驾驶
员进行面对面安全教育，讲解典
型交通事故案例，让其深刻汲取
教训，积极提升自身的交通安全
意识和文明交通意识；民警还对
群众展开电动车上牌相关规定的
宣传，耐心解答群众咨询。

行动中，交警共查处电动车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百余起。执
勤执法中，民警做到警容规范，
语言文明，坚决杜绝因执勤执法
不规范、不文明引发群众不满和
负面舆情。

开展交通事故演练 提升处置应急能力

醉驾入刑十周年

淮北交警扎实开展主题宣传
所队联手执法 平安伴您出行

本报讯 连日来，濉溪县公
安局孙疃派出所会同驻地交警中
队开展农村道路安全宣传活动。

基层所队勤务联动，针对农
村道路交通混乱现象，开展所队
勤务联合，对加强道路安全整治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民警对电
瓶车违法改装、乱停乱放，以及机
动车在道路行驶中的安全注意事
项等进行了宣传教育。同时，对
驾乘电动车不戴头盔、机动车驾
驶员不系安全带、饮酒驾驶机动
车等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据执勤民警介绍，“所队联
手执法，平安伴您出行”将会常
态化开展下去，为方便群众办
事，当地派出所正在积极筹备，
不日即可办理驾驶证审验、换
领、扣分等业务。

凝聚奋进力量 履行警察职责

交警参观淮海战役钟楼
支前指挥部纪念馆

逢违必纠 依法管理

交警二大队集中整治电动车

交警走进企业紧抓汛期安全

儿子饮酒老子代驾
无证驾驶现场被抓

车辆驶入积水交警紧急救人

暴雨中，交警坚守岗位，保障道路通行安全。

■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马杰 程晓庆

■ 记者 徐志勤 通讯员 李梦琳

■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胡院生

■ 记者 刘星 通讯员 付玲荣

■ 记者 刘星 通讯员 尹晓洁

■ 记者 刘星 通讯员 王慧莲■ 记者 徐志勤 通讯员 胡院生

■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付玲荣

近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为深入推进道路交通事故

“减量控大”事故预防工作，淮北交警支队

针对酒驾、醉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始
终保持零容忍、严查处，深入推进“五大曝
光”行动，警示教育驾驶人要进一步提高
交通参与的法治意识、安全意识和文明意
识。以下为本期曝光内容：

淮北交警支队深入开展“减量控大”事故预防曝光工作

违法王

号牌号码

皖FF9070

皖F73060

皖FR9232

皖F9035

皖F27339

皖FB3W95

皖FS8106

皖FK2302

皖FA1329

皖F27506

皖F39355

违法次数

31

22

18

11

11

11

10

10

10

8

8

号牌号码

皖F75801

皖FW0588

皖FS3089

皖FA7Z18

皖FM8749

皖FU1963

皖FU7193

皖FU9113

皖FA2M33

皖FM0R09

违法次数

8

8

8

8

7

7

7

7

7

7

重点运输企业

单位名称

淮北市通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淮北市通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濉溪县广源运输有限公司

濉溪县腾龙运输有限公司

淮北市飞龙联运有限公司

淮北市恒辉物流有限公司

濉溪县枭龙运输有限公司

安徽省淮北市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濉溪县辉腾物流有限公司

淮北犇鑫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濉溪县天瑞苏润运输有限公司

淮北龙祥运输有限公司

淮北众泰物流有限公司

淮北市久运运输有限公司

淮北市久运运输有限公司

淮北市鑫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金亿运输有限公司

业务项目

驾驶证逾期未审验

机动车逾期未年检

机动车逾期未年检

机动车逾期未年检

机动车逾期未年检

机动车逾期未年检

机动车逾期未年检

驾驶证预期未审验

机动车逾期未年检

机动车逾期未年检

机动车逾期未年检

机动车逾期未年检

机动车逾期未年检

机动车逾期未报废

机动车逾期未年检

机动车逾期未年检

机动车逾期未年检

■ 记者 朱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