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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降雪天气寒冷，请过往车

辆使用抗低温标号柴油，以防油路
上冻，影响交通。在行驶中遇有积
雪结冰路段，请过往车辆携带防滑
链减速慢行，注意防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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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13国道策磨线（策克至磨

憨）平安至赛尔龙段,111 公里 500
米（江龙双曲拱桥）于 2017 年 7 月
15日开始施工，因施工问题导致工
期未完成，完工时间延长至2018年
5月 1日，已设置安全警示标志，请
过往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祁连至马匹寺路段，97公里至
130公里(祁连至大通河)因公路改
建工程半幅通行，请过往车辆谨慎

驾驶，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G214国道西澜线（西宁至澜

沧）333公里 200米至 334公里 600
米（距温泉乡 4.7公里处）、354公里
200 米至 355 公里 350 米（苦海滩
处）、356公里920米至357公里800
米（苦海滩处）、392 公里 300 米至
393 公里 100 米 (红土坡处)、396 公
里 190 米至 397 公里 50 米(下大武
口)、406公里 100米至 407公里 700
米(花石峡大桥处)、410公里 800米
至 412公里 500米(距花石峡镇 1.3
公里处，靠近玉树方向)、427 公里
100米至428公里400米(长石头山，
靠近玉树方向，距长石头山垭口
100米)以上路段老路改线，请过往
车辆改走新建路段。

西宁至久治段，352公里400米
至352公里600米（军功镇往大武方
向2.5公里）路段正在进行滑坡整治
施工。

G310国道连共线（连云港至共
和）青海湖至关门段李坎段，8公里
800米、9公里、14公里 600米（坎布

拉景区段）三处挡墙正在施工阶段，
便道通行，小型车辆可通行，大型车
辆仍限制通行。

S306省道官哈线（官亭至哈
城）民和川口至哈城段，4公里 100
米（果园中桥）、16公里900米（西沟
桥）拆除重建，施工期限为2017年9
月30日至2018年8月25日，拆除重
建期间，请过往车辆和行人根据标
志牌，经便道限速每小时20公里绕
行：大中型、重型货车、挂车禁止驶
入便道，请上川大高速绕行，拆除重
建期间施工路段实行单边（限速每
小时20公里）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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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27国道张孟线（张掖至孟

连）西宁至张掖段，58 公里 600 米
（宝库乡附近）山体易发生落石，已
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观
察，避免停车；205公里至 235公里
(峨堡至扁都口）发生水毁,半幅通
行，限速每小时30公里，限载55吨，
单轴不超过10吨。

G315国道西吐线（西宁至吐尔
尕特）318公里至324公里（关角山）
路段坡陡弯急；901公里 200米至
918公里 400米、978公里 800米至
979公里 454米（西台吉乃尔湖）路
段是水毁保通路段；以上路段已设
立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
注意行车安全。

366公里至 371公里（都兰寺）
路段有积雪，请过往车辆注意行车
安全。

G341胶海线（胶南至海晏）34
公里至 50公里（十二盘）路段路面
有积雪，路面湿滑，请过往车辆减速
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G345国道启那线（启东至那
曲）安巴拉山垭口至不冻泉段，0公
里至21公里（安巴拉山垭口至歇武
镇）路段弯急坡陡，已设置警示标
志，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行车
安全。

S206省道平隆线（平安至隆
务）24公里至 33公里（古城至青沙
山）部分路段有积雪，路面湿滑，请

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S219省道花久线（花石峡至久

治）0公里至 42公里 929米（花石峡
至玛积雪山）路段路面积雪，请过往
车辆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S302线省道峨张线（峨堡镇至
张掖青甘界）0公里至 9公里（峨堡
至祁连县城方向）路段路面有积雪
结冰，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行
车安全。

S313省道清曲线（清水河岔口
至曲麻莱）清水河至唐古拉省界，57
公里 90米(距扎朵镇 10公里处)涵
洞出水口水毁，半幅通行，已设置安
全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
注意行车安全。

45公里至 145公里（扎朵至东
风乡）路段路面有积雪，路面湿滑，
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
全。

全省其他各条国省道、旅游线
路畅通。

文/省公路管理局

西宁讯（总队宣）1月2日夜间至
3日中午，我省东部和南部地区普降
小到中雪。面对降雪天气对交通安
全形势的严峻考验，我省各级交管部
门全警动员，启动应急预案和各项应
急措施，立即进入应急状态，与交通
运输、道路养护等部门通力协作，全
力确保全省道路安全畅通。

全省各级交警支队、大队认真排
查辖区道路积雪结冰重点路段，尤其
是桥梁、隧道、急弯、陡坡和长坡道路
段，有针对性地采取应急交通管理措

施，并及时报告当地政府和应急部
门，共同开展疏堵保畅工作，为过往
车辆提供道路交通安全保障。 省高
速公路交警支队快速反应，支队分组
分片深入各大队辖区开展降雪应急
处置工作。海东市、海北藏族自治
州、海南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
州交警支队按照应急勤务部署，全警
上路加强道路巡逻管控，积极应对降
雪天气对道路造成的影响，保障辖区
道路通行秩序。全体民警和协管员
全员上路，加强对重点路段的管控，

通过开启警灯、喊话提示、带道压速
等措施降低车速，确保车辆安全通
行。省高速公路交警指挥中心根据
实际，在西宁周边高速公路所有入口
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对大型车
辆、危化品运输车辆实行交通管制。
各地交警支队、大队组成执法小分
队，及时发现道路上出现的突发警
情，纠正交通违法行为，保障道路安
全畅通。

各地交警支队通过新闻媒体、交
警部门微博、微信等宣传媒介实时发

布路况和道路通行及临时管控信息，
提醒广大驾驶人合理选择出行时间
和路线，安全行驶。

各地交警支队积极协调公路养
护、路政等部门，及时抛盐撒沙、除雪
融冰，降低积雪结冰对道路安全通行
的影响。他们积极协调交通运管部
门，加强行车安全形势研判，会商安全
措施，对不利于安全通行的客运班线
实施延迟发班或者停班等临时措施，
对已经上路的客运班车采取加挂防
滑链，警车带道等措施保证通行安全。

西宁讯（总队宣）元旦期间，我省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按照公安部交管
局和省公安厅的统一部署，强化重点
路段、重点时段的道路交通巡逻管
控，严查交通违法行为。全省未发生
长时间、大面积交通拥堵，未发生较
大道路交通事故。

元旦期间，各地交管部门结合今
冬明春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十项措施
的部署要求，在重点路段、重要时段
加大交通疏导和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整治力度。海东市交警支队联合派

出所、运管有针对性地开展毒驾、酒
驾违法行为整治。海南藏族自治州
交警支队以国道214线、国道109线、
湟贵一级、西久线、共茶高速和镇区
人流密集路段为重点，加强路面巡逻
疏导，整治严重交通违法。海北藏族
自治州交警支队加大对假期首日和
返程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海西蒙
古族藏族自治州交警支队依托省际
执法服务站，以“两客一危”、农村面
包车为重点，严格落实登记检查制
度。黄南藏族自治州交警支队在阿

赛公路、西久公路、隆务峡等交通密
集路段增派警力加强管控。省高速
公路交警支队依托各收费站点，严查
交通违法、加强宣传提示。果洛、玉
树支队加强冬季交通违法的查处，积
极开展道路隐患排查。

针对省气象局发布的元旦期间
天气预报情况，各地交管部门严格落
实冬季道路交通应急处置工作措施，
与高管局、道路养护、气象等部门密
切协作，加强联动将恶劣天气对安全
通行的影响降到最低。

玉树讯（交警宣）近年来，玉树
藏族自治州交警支队在州委、州政
府和州公安局的坚强领导下，始终
贯彻业务工作与精神文明建设“两
手抓、两手硬”的方针，压事故、保
安全、保畅通，将开展“创建全国文
明单位”活动与州委、州政府“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紧密结合，牢
牢抓住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热点
问题，推行爱民亲民的文明诚信服
务，各项工作均取得了长足进步。

近期，青海省精神文明建设
指 导 委 员 会 下 发《关 于 表 彰
2013-2015 年度全省文明单位建
设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决
定》，玉树州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
理所被授予“省级文明单位”荣誉
称号。

西宁讯（陈超）1月 4日，省交警
总队组织召开民警思想状况分析
座谈会。总队党委书记、总队长朱
运军，副总队长、纪委书记陶学斌，
副总队长张孝智、马宁出席了会
议。

会议采取座谈的形式，按照《全
省公安民警思想状况分析研判制度
（试行）》要求，紧密结合交管队伍现
状，深入分析研判民警在思想政治、
遵纪守法、落实号令、日常管理、勤
政廉洁等方面的问题及隐患，严密
排查了队伍管理风险点，认真分析
民警思想状态和心理状况，深入探
讨从严治警和从优待警方面好的经
验和有效的工作方法。

会议强调，全体民警要按照习
近平总书记对公安工作提出的“十
六字”总要求，强化思想动员、提升
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从严队伍
管理、强化示范引领，激发内在动
力，抓党建带队建促工作，为全面做
好今冬明春安保维稳工作奠定坚实
的思想、组织、纪律和作风基础；探
索建立符合工作岗位需要的基本知
识体系，树立活到老学到老的理念，
加强交管知识更新和积累，不断拓
宽自己的知识面；筑牢宗旨意识，引
导交通民警进一步树立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提
高职业认同感和归属感；积极创造
机会，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等方式，
加强业务培训，努力培养专业型人
才和创新型人才；各支队要针对问
题专题进行研究，支队能解决的问
题立即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要及
时上报总队研究解决。从体贴关心
民警的工作、生活、思想、心理等方
面入手，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尽可
能让民警工作顺心舒心；坚持从严
治警，进一步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把
民警的工作、学习、生活置于制度的
约束下，用制度管人、管事，切实做
到讲纪律、守规矩、听招呼。

座谈会上，现场气氛严肃、热
烈，进一步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
想，收到了预期效果。

我省交管部门
省交警总队

召开民警思想状况
分析座谈会

玉树州交警支队车管所

荣获省级文明单位
荣誉称号

元旦期间 全省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

12 月 29 日凌晨，
海南藏族自治州辖区
普降大雪，全州公安交
管部门迅速启动恶劣
天气应急预案，全警动
员，在各主要路段加强
交通疏导，确保辖区道
路安全、畅通。

海南交 摄影报道

雪天一线保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