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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先 生 提 问 ：“我叔叔

3 年前遭遇车祸，当时去法院起

诉后，法院判决对方赔偿一笔费

用，但实际一分钱都没有支付。

我叔叔单身一人没有妻子和子

女，此事也一直没有跟我们说过，

大家都以为他已经拿到了赔偿

款。现在叔叔病重急需用钱，他

才告诉我们此事。请问，这笔钱

现在是否过了诉讼的时效？我们

还有没有可能要到这笔钱？”

答：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两年，
从法律文书规定的履行期间的最
后一日起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
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
最后一日起算。没有规定履行期
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算。
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诉
讼时效的中止、中断的规定。

具体到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
效，王先生可依照以上法律的规
定作具体判断。

李 先 生 提 问 ：“请问，

事故快速处理时，责任如何划

分？”

答：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
相关规定，道路上机动车之间发
生的造成车物损失或者人员轻微
伤，且车能移动的交通事故，由当
事人依照本办法自行协商解决。
一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另一方
当事人无下列情形的，有下列情
形的一方为全部责任：（一）追尾
的；（二）逆行的；（三）倒车的；
（四）溜车的；（五）开关车门的；
（六）违反交通信号的；（七）未按
规定让行的；（八）依法应负全部
责任的其他情形。不符合前款规
定的当事人负同等责任。

陈 先 生 提 问 ：“ 我 于

2011 年 11 月 拿 到 摩 托 车 驾 驶

证，2013年5月考了汽车驾驶证，

按道理驾驶证过６年后应该换

证，那我的驾龄究竟是从 2011 年

算起，还是从 2013 年开始算起？”

答：驾驶证的有效期限从初
次领证时开始计算，一旦领取驾
驶证，就只存在驾驶证升级考试，
也就是说，你的驾驶证的换证时
间应该从其领取摩托车驾驶证开
始之日算起，那么，你应该在今年
11 月份到车管部门办理换证事
宜。

侯 女 士 提 问 ：“因工作

需要，前不久贷款买了一辆车，

4S 店代为办理了临时牌照，并叮

嘱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到交管部

门办理车辆牌照。但我到现在

为止还对临时牌照的概念搞不

清楚，也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

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答：临时牌照是在机动车未
取得公安交警部门核发的车辆牌
照之前，作为车辆合法上路行驶
的证明。在没有取得正式的车牌
照之前，有了临时牌照，车辆便可
合法上路行驶。但要注意，临时
牌照也有有效期的。此外，若新
车上了保险，还没有取得正式车
牌，临时车牌也可作为当车辆出
现事故时保险索赔的凭证。可如
果事故发生时，当事车主使用的
临时牌照已经过了有效期，那么，
按照现行行业惯例，保险公司将
不予赔付。

西宁讯（陈钰洁）为进一步强化
交通管理力度。10月 18日，西宁市
交警支队八大队全警上路，针对辖
区常见的各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采
取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模式开展
整治行动。

八大队坚持领导带头、党员带
头，将警力下沉到路面一线，全力提
升路面的见警率和管事率，进一步
强化路面管控。同时，加强夜间巡

查力度，分组分时间，对辖区重点路
面进行巡逻管控，严查违法，严防事
故；严格督导考核，对夜巡警力的工
作开展情况持续跟踪督导，细化考
核，确保效果。

八大队联合辖区公安分局、城
管，加强对重点路段、事故多发路段
的隐患排查治理。加强“两客一危”
和货运车辆等四类重点车辆运输企
业的监管，检查安全管理、动态监

管、宣传教育等主体责任落实情况，
按照“逐单位、逐车、逐人”的要求，
全面清理逾期未检验、逾期未报废、
多次违法未处理重点车辆。

继续扩大宣传攻势，强化违法
行为曝光，营造严管整治强大的宣
传声势。组织民警加强“六进”宣
传，在辖区企业、学校发放交通安全
宣传资料，提高交通参与者的安全
意识。

加强对民警、协警的警规警纪
学习和教育，对在纪律作风方面严
要求、严管理，不折不扣地遵守各项
规章制度。在执勤执法过程中，切
实做到礼貌待人、态度亲和、用语规
范、文明执法、公平公正，以此聚焦
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全面提升队
伍作风形象。

西宁交警八大队

全警上路保平安

西宁讯（一大队）为进一步加强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强化安全
生产红线意识、责任意识，坚决预防
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近日，西宁市
交警支队一大队执勤四中队组织民
警深入辖区各幼儿园，开展了校车
安全大检查。

检查中，民警主要针对校车审
验情况、车内灭火器、安全带、安全
锤等安全设施进行了详细地检查，
做了登记，并对幼儿园校车登记台
账及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查阅和比
对，对驾驶人开展了安全教育，杜绝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同时要求幼儿
园负责人在日常管理中要落实安全
主体责任，从源头把控，责任到人，
定期对校车进行安全检查，坚决不
带病上路、不非法改装和非客运车
辆接送学生。定期组织驾驶人召开
安全会议，强调行车中的安全注意
事项，做好校车管理及学生安全管
理工作。在接送学生过程中不得超
速、超员、违法停车、随意鸣号，自觉
养成遵章守法、文明驾车的良好习
惯，全面保障学生出行安全。

西宁讯（李鑫玉）10月 17日，
西宁市交警支队二大队组织辖区
青海省汽车运输集团、西宁长吉运
输服务有限公司、西宁润通运输服
务有限公司以及青藏旅游汽车有
限责任公司 4家运输企业负责人
开展了一次紧急约谈，并签订了责
任告知书、进行了风险预警提示。

约谈中，副大队长段海涛要求
企业负责人严格落实重点车辆及
驾驶人管理；坚决杜绝逾期未检
验、未报废车辆上路行驶；严格落
实车辆的动态监控，全力确保车辆
的安全行驶。

西宁讯（李春梅）为进一步做
好重点运输企业源头管理工作，扎
扎实实做好车辆安全隐患“清零”
工作。近日，西宁市交警支队三大
队对西宁全通运输有限公司逾期
未审车辆进行了督办，检查该公司
逾期未审验、逾期未报废等隐患清
零情况，督促企业加强认识，提高
车辆监管力度，全力确保所属车辆
安全有序运行。

督办过程中，民警要求运输企
业要从思想方面引起高度重视，严
格落实安全生产制度，强化重点驾
驶人交通安全意识，大力预防和减
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以排除
隐患、堵塞漏洞为重点，按照全覆
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要
求，坚决预防和减少事故的发生，
营造一个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
交通环境。

西宁讯（六大队）10月 15日 23
时许，西宁市交警支队六大队联合
城北公安分局民警及武警开展夜查
时，查获一起醉驾道路交通违法行
为。

当日 23时，联合检查执法组在

城北区化建卡点检查车辆时，发现
一辆豫 A6ST30 的小型轿车向检查
点驶来时，丝毫没有减速迹象。见
此情景执勤人员立即将其截停展开
盘查，要求驾驶人下车时，这名驾驶
人态度恶劣且身上散发着浓烈酒

味。鉴于此，民警立即对其进行呼
吸式酒精检测仪检测，检测结果为
109mg/100ml,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
构成危险驾驶罪。

目前，此案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西宁讯（四大队）10月18日16时30
分许，西宁市交警支队四大队小桥十字
路口民警执勤时，接到公交车司机求
助，车上一名群众突发疾病，失去意识，
情况十分危急。

危急时刻伸援手，四大队执勤民警
王维祯、张祖源等人接到40路公交车司
机求助后，立即上车察看情况，此时病
人全身抽搐，引发昏厥，已经失去意识
躺在车内，情况十分危急。王维祯立即
拨打120急救电话，寻求专业医生帮助，
在专业医生的指导开展前期紧急护理，
为 120急救车的到来赢得宝贵时间，并
安排警用摩托车开道护航，为病人快速
救治开辟绿色通道，赢得救治黄金的时
间，获得群众的一致好评。

湟源讯（王倩倩）10月 13
日，湟源县交警大队民警在事
故处理工作中成功抓获一名
网上追逃人员，展示了湟源交
警负责担当的良好形象。

当日15时许，湟源县境内
湟倒一级公路日月山路段发生
一起单方肇事事故。随后，民
警在对事故进行处理时，通过
信息比对，发现肇事司机雷某
系西宁市公安局城中分局网上
追逃人员，民警迅速将其控制，
第一时间与西宁市公安局城中
分局取得联系，并成功将网上
追逃嫌疑人雷某移交。

大通讯（严洪云）最近，大通回
族土族自治县交警大队认真贯彻落
实西宁市交警系统“三个不发生”创
建活动和市交警支队《开展道路交
通安全综合整治活动实施方案》以

及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要求，大力
开展交通违法集中整治行动，及时
消除了安全隐患，为群众营造了一
个安全畅通的出行环境。

10 月 13、17 日，大通县交警大

队分别对查处的无证驾驶机动车上
路行驶的康懋某、邵啓某两人分别
依法作出了行政拘留 5 日和处以
1000元罚款的处罚决定；对查处的
无证机动车上路行驶的马成某依法

作出了行政拘留 7日和处以 1000元
罚款的处罚决定；对查处的无证机
动车上路行驶的冶海某依法作出了
行政拘留 7日和处以 2000元罚款的
处罚决定。

西宁交警一大队

强化校车检查

筑牢安全防线

西宁交警二大队

为进一步提高夜间路面管控率,近日，湟中县交警大队针对辖区道路
交通实际情况，分时段、分路段开展流动抽查行动。重点加强对货车乱停
乱放、酒后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保持高压严管态势，力争做到
夜间强化管理，有效预防夜间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 湟中宣 摄影报道

西宁交警六大队

查获一起醉驾违法行为

西宁交警三大队

对逾期未审车辆进行督办

大通交县警大队 依法拘留4名无证驾驶违法行为人

湟源交警

抓获一名

网上追逃人员

西宁交警四大队

危急时刻伸援手 救助病人获好评

约谈辖区运输企业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