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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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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09国道京拉

线（享堂大桥至唐

古拉山省界）1915
公里529米至1920
公里42米（湾子至

东村平安门）路段半封闭施工、1920公里42
米至1924公里20米（东村平安门至平安县古
城崖村）路段全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选

择绕行路线：从平安前往西宁绕行东园路-南
环路至平安大道至G109国道至西宁，从西宁
驶向乐都兰州的车辆绕行三合西路至平安大

道至南环路至东园路至G109国道。

道路通行情况道路通行情况道路通行情况道路通行情况道路通行情况道路通行情况道路通行情况道路通行情况道路通行情况道路通行情况道路通行情况道路通行情况道路通行情况道路通行情况道路通行情况道路通行情况道路通行情况道路通行情况道路通行情况道路通行情况道路通行情况
G227国道宁张线（西宁至张掖）72公里

至120米（黑泉水库至达坂山）部分路段单车
道通行,已设置安全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
意行车安全,提前选择绕行路线。

S101省道西久线（西宁至久治）335公里
300米至335公里365米（距离军功14公里）
山体滑坡，便道通行；352公里400米至352
公里600米（军功镇往大武方向2.5公里）路
面全幅沉陷，该路段正在进行滑坡整治；已设

置安全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提前选择绕行路线。

S201省道青关线（青海湖至关门）0公里
至32公里630米（李家峡镇至坎布拉公园）多
处路面严重沉陷、路基滑塌，部分路段单车道

通行；42公里100米至42公里130米（距离克
日吉哈垭口2公里）处便道通行；46公里500
米（克日吉哈垭口）半幅路基坍塌，单车道通

行；已设置安全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行

车安全，提前选择绕行路线。

S205省道花上线（花石峡至上贡麻）42
公里520米（玛积雪山）路段路面有积雪，请
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S303省道格茫线（格尔木至茫崖）28公

里118米（距离河西农场1.2公里）处路面沉
陷，单车道通行；205公里768米塔尔丁二号
桥（距乌图美仁乡22公里）限载20吨，限速每
小时5公里；已设置安全警示标志，请过往车
辆注意行车安全。

S306省道街贵线（街子至贵德）20公里
至33公里（柴沟至岗察山）部分水毁路段，单
车道通行；50公里480米（浪家1#桥）进行维
修加固施工，便道通行；已设置安全警示标

志，请过往车辆注意行车安全，提前选择绕行

路线。

全省其他各条国省道、旅游线路通畅。

文／省公路管理局

玉树讯（交警宣）为进一步强化

冬季事故预防工作，营造辖区良好的

道路交通环境，确保广大群众安全出

行。近日，玉树藏族自治州交警支队

结合辖区实际，创新宣传理念，突出宣

传重点，吹响冬季交通安全宣传号角。

支队充分利用自有阵地，完善车

管、事故、执法窗口的宣传措施，充实

宣传内容，刷新宣传平台，向前来办

理业务的群众和驾驶人进行“零距

离”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车管所充分

借助群众办理业务的同时，及时宣传

便民利民措施及交通安全;事故处理
民警在处理事故的同时，进一步再宣

传，再教育,做好对每个责任人、受害
人、每个家属的辐射教育；交通违法

处理窗口民警对违法当事人直接进

行面对面教育，使每一名当事人接受

一次深刻交通安全教育，自觉遵守交

通安全法律法规。

支队要求全体执勤民警在路面

执勤过程中要处罚与教育并重，让当

事人意识到违反道路交通法规的危害

性和严重性，消除侥幸心理，不断增强

“车祸猛于虎，害人又害己”的安全观

念，提高思想警惕，端正驾驶作风，切

实提高交通法治和安全防范意识。

支队以客车、校车、危化品运输

车、营转非等四类车辆为重点，组织

民警积极深入辖区客货运企业、幼儿

园、学校等地，通过对企业管理人员

和驾驶人上交通安全课、深入剖析辖

区典型交通事故案例，举一反三开展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同时，督促

运输企业注重加强对驾驶人的安全

教育，组织驾驶人员学习交通安全常

识，增强驾驶人员的责任意识和安全

意识。并检查运输企业安全责任制

度的落实情况，要求运输企业制定并

完善安全责任制，并与运输企业签订

责任状，层层落实安全责任。

以农村道路现场推进会为契机，

以示范乡镇、村组为典型，以点带面，

全县辐射，进行常态化宣传教育。

玉树州交警支队

吹响冬季交通安全宣传号角
互助讯（交警宣）11月12日，

互助土族自治县交警大队车管所

机动车驾驶人科目一暨安全文明

常识考试点正式启动。

为紧跟公安改革的步伐，简政

放权，努力提高管理效能和服务水

平，不断把便民利民的服务举措进

一步延伸，满足机动车驾驶学员就

近考试的需求，海东市交警支队在

前期认真调研和大量工作的基础

上，海东市第一家县级车管所机动

车驾驶人科目一暨安全文明常识

考试点正式在互助县交警大队落

地。

县级车管所机动车驾驶人科

目一考试点的启动，不仅帮助群众

解决了考试路途远、成本高的难

题，同时也提高了群众对公安交通

管理工作的满意度。“家门口就可

以考驾照，实话给我们群众办了件

好事。”一名考生对媒体记者高兴

地说。

循化讯（交警宣）王某无证驾

驶三轮农用车拉运工地材料，不料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双方受伤。一

方因无力支付医药费，伤情无法得

到及时治疗。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交警大队见此情景，立即协调各

方，及时将伤者送入医院，并组织

捐款活动，共募捐3000余元，帮伤
者脱离困境。

10月11日，王某无证驾驶无
号牌农用三轮车从循化县道帏乡

起台堡村驶往循化县道帏乡。8
时50分许行驶至平大公路160公
里+185米处时与对向行驶的由张
某驾驶的青B172��号车正面相
撞，造成王某、张某受伤，两车不同

程度损坏的一般道路交通事故。

事后，王某因无证驾驶承担事故全

部责任，要承担对方全部医疗费

用，原本困难的家庭无疑是雪上加

霜，而自己虽受伤却无力住院治

疗。循化县交警大队领导得知这

一情况后，积极与当事人所在的道

帏乡政府联系，组织大队民警及大

循高速公路总承包部工友向王某

捐款，共募捐3000余元。

海东市第一家县级车管所

科目一
考试点启动

无证驾驶酿事故
交警企业伸援手

海南讯（交警宣）为积极应对日

渐增多的雪、雾、冰冻等恶劣天

气，预防和减少因恶劣天气引发的

交通事故，近日，海南藏族自治州

交警支队及其所属各大队提早部

署，因地制宜，不断加大宣传提示工

作力度。

根据降温、降雪、结冰情况，通过

“双微”、短信、车载LED、收费站LED
屏提示等方式，及时发布道路通行信

息和交通管制措施，提醒通行车辆保

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积极利用路面巡查有利时机和

交通安全广播站、执勤点、宣传点等

阵地，通过喊话提醒、面对面提示和

发放资料等方式，向广大农牧民群

众和司乘人员宣传恶劣天气下行车

的注意事项，提示大家要减速慢行，

保持安全车距，防范交通事故。

组织警力对危险路段和施工路

段进行排查，对排查出来的事故多

发点段、危险路段，立即设立警示牌

提示。

积极组织民警深入学校、社区、

企业，开展“面对面”宣传教育，讲解

恶劣天气行车、乘车应该注意的安

全事项等。

积极邀请本地电视台记者，全

面报道恶劣天气道路和通行情况，

提示司乘人员注意行车安全。

严格按照《交通警察执勤执法

安全防护规定》要求开展工作，规范

执勤执法行为。情况紧急时，立即

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正确果断

采取交通管制措施。

西宁讯（总队宣）为进一步增强

党员民警廉洁意识，强化警示教育效

果，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不断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工作，11月13日，省

交警总队组织机关及高速公路交警

支队党员民警赴青海省女子监狱，开

展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活动。

教育活动中，民警重温了新中国

成立以来以来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

关于加强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论述，

仔细聆听了近年来省内外重大典型

腐败案例讲解。通过真实鲜活的案

例、图文并茂的展板，全体参观民警

的思想和心灵深处受到了一次强烈

的震撼和深刻教育。

随后，党员民警实地参观了服刑

人员的生活环境，并观看了省女监服

刑人员新路文艺演出，民警们感受颇

深。

此次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活动，是

省交警总队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

的一项重要内容。警示大家守得住

清贫胜似福、耐得住寂寞持亮节、抗

得住诱惑保平安的自律意识。同时，

积极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筑牢

党员干部思想道德防线。

海南讯（贵南宣）近日，海南藏族

自治州贵南县交警大队紧密结合冬

季道路、天气特征，认真分析辖区客

运交通安全形势，突出重点，强化措

施，狠抓落实，全面加大客运交通安

全管理力度。

大队要求全体民警要充分认识

到事故预防的艰巨性、复杂性和不可

预测性，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牢固树立“客运安全无小事”思想理

念，时刻绷紧事故防控之弦。

会同交通运输、安监部门深入客

运企业，对企业运营资质、驾驶人管

理、安全管理台账、动态监管系统、交

通安全管理责任制度落实情况进行

细致检查，做到逐一排查、逐一过关、

不留死角，切实从源头预防客运车辆

交通事故的发生。

紧密结合当前道路交通管理实

际，科学部署警力，进一步加大对客

车违法查控力度；严厉打击客车超

员、超速、疲劳驾驶、酒驾、非法停车

上下车、凌晨2时至5时违规运行等
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切实做到从严从

重处罚，真正形成震慑力、威慑力。

强化与气象部门沟通联系，通过

短信、微信、微博平台及时向客运企

业、驾驶人、群众推送天气、路况信

息，做到早准备、早部署、早预防，切

实提高道路安全通行能力；紧密结合

“刑九”宣传活动，对客运企业负责

人、驾驶人进行交通安全教育，警示

客运车辆驾驶人要自觉遵守道路交

通法规，不开超员车，杜绝带“病”、超

员车辆上路行驶。

海南州交警支队

加大提示力度
应对恶劣天气

省交警总队

开展廉政警示教育活动

贵南县交警大队

强化冬季客运车辆安全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