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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交警

出行提示

西宁讯（总队宣）按照公安部交
管局和省交警总队的统一安排部
署，6 月 22 日至 24 日，我省公安交
管部门突出管控重点，开展第五次
夜查酒驾、醉驾、毒驾、无证驾驶周
末全省统一行动。

扩大夜间整治规模，各地交管
部门将餐厅、酒吧、酒店等餐饮和
娱乐场所较为集中的区域作为重

点整治区域，在重点整治时段合理
安排勤务部署，提高检查密度和频
率。同时，严格按照公安部交管局
相关规范执法工作要求，提前配齐
酒检、毒检、照明、警示等执勤执法
装备，规范设置临时执法检查站
点，加强执法现场警戒，严格落实
安全防护措施，确保民警及辅警自
身安全。

各地交管部门积极联系媒体，
通过开展执法大直播活动，邀请记
者随警采访，曝光酒驾整治行动典
型案例、广泛宣传酒驾危害，切实
提高群众安全意识。各地积极做
好违法处理窗口、车管所业务大
厅、执法服务站等地的自办阵地宣
传，并通过官方“双微”、手机信息
平台曝光违法案例，发布安全驾

驶、拒绝酒驾提示信息，及时提醒
驾驶人守法驾车。各地结合“五
进”宣传活动，以多种形式，教育广
大驾驶人珍爱生命，拒绝酒后驾
驶。期间，共发布各类媒体信息 56
条，开展执法直播 6 次，曝光涉酒涉
毒违法行为 10 起，发放宣传资料
4000 余份。

行 动 期 间 ，各 地 共 出 动 民 警

2171 人，设置执勤点 105 余处，组织
执法小分队 52 个，查处酒驾违法行
为 14 起（饮酒驾驶 11 起，醉酒驾驶
3 起），无证驾驶 72 起。其中西宁
市查获酒驾 4 起（含醉驾 3 起）、海
东市查获酒驾 5 起，海南藏族自治
州查获酒驾 3 起，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查获酒驾 2 起。

查处酒驾违法行为14起
我省交管部门开展第五次夜查统一行动

海北讯（交警宣）今年是建党97
周年，按照海北藏族自治州公安局

《关于在“七一”期间认真组织开展
纪念建党 97 周年“十个一”主题活
动的通知》要求，6 月 27 日，海北州
交警支队召开全体党员民警、辅警
会议，安排部署建党 97 周年“十个
一”主题活动。

会议全文传达了州公安局《关
于在“七一”期间认真组织开展纪念
建党 97 周年“十个一”主题活动的
通知》《中共海北州公安局委员会关
于“党支部建设年”活动实施方案》
的精神，部署了开展建党 97 周年

“十个一”主题活动日程，明确要在
“七一”前后，全部完成“十个一”主

题活动。同时，会议组织全体党员
以“铭记誓言、不忘初心”为主题，集
体宣誓的方式重温入党誓词，使全
体党员回顾入党宣誓时的庄严承诺
和坚定决心，肩负起共产党员的政
治责任和历史使命。

随后，海北州交警支队党支部
副书记宋海林及党员党玉林、胡冀
玲以党章为主要内容，结合“千场党
课千人讲，人人争当主讲人”活动，
分别为全体党员讲授主题党课，引
导党员进一步认真学习党章，统一
思想、规范行为。与会党员在支部
微信工作群推广分享了“微党课”，
以开放式、互动式的交流学习，增强
了党课的生动性、多样性和感染力。

开展建党97周年“十个一”主题活动
海北州交警支队

近日，海
东市交警支
队联合多部
门开展高速
公路隧道内
突发事故应
急救援联合
演练活动。

海东交
摄影报道

海南讯（同交宣）虫草采挖季
节即将结束，为保障此时段的交通
安全形势平稳，海南藏族自治州同
德县交警大队加强路面管控力度，
并于 6 月 22 日在西久公路河北乡
临时执勤点查获一起货车违法载
客行为，及时将突出安全隐患消除
于萌芽状态。

当日 15 时 54 分许，临时执勤
点驶来一辆轻型普通货车，检查点
民警示意驾驶人靠边停车检查，在
车停稳后，民警发现货车厢里边坐
满了人。经过清点，发现车厢内坐
有 22 个人，而车厢底层放满行李，

全部人员坐行李上面，车厢护栏已
不足以保护车厢内的人，车速稍
快、急停、急转都有可能将人甩出
去。

为了消除隐患，纠正违法行
为，民警示意车上人员全部下车转
运，而对于驾驶人卡某，进行了现
场教育，使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表示以后决不会再违规载人。随
后，民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 50 条第 1 款的规
定，对驾驶人卡某作出了罚款 2000
元、记 6 分的处罚决定。

查获一起货运车载人违法行为

同德县交警大队

海东讯（交警宣）近日，民和县交警大
队针对农村道路和热点旅游线路开展交通
整治专项行动，采取超常规手段、强力措
施，坚决消除安全风隐患。重点整治时间
为周末郊游返程时间段，重点整治车辆为
摩托车、私家车。

6 月 22 日至 24 日，民和县交警大队结
合第五次周末夜查统一行动工作，组织民
警分别在古鄯七里寺药水泉、西沟天井峡
等景点周边路段设置临时检查点，采取定
点设卡与流动巡逻的方法，先后查获 4 起
酒驾违法行为。其中两起饮酒驾驶，分别
给予驾驶人罚款 2000 元，记 12 分，暂扣驾
驶证 6 个月的处罚；两起醉酒驾驶的驾驶
人等待他们的将是 1 至 6 个月拘役的法院
判决和吊销驾驶证的处罚。

民警提示，交警部门整治酒驾农村道
路也不例外，尤其是古鄯七里寺药水泉、
西沟天井峽等景点周边道路，今后当您到
周边景点郊游时，在推杯换盏之余，交通
安全务必牢记于心，不要心存侥幸、铤而
走险。

4名“醉猫”落网

海东市交警支队开展夏季“酒驾”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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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09国道京拉线（享堂大桥

至唐古拉山省界）2194公里至2195
公里（橡皮山）路段边沟施工；2258
公里 732 公里（茶西桥 1 号）处进行
桥底铺砌维修施工；2257 公里 845
米(茶卡西)波纹管涵施工，半幅封闭
施工，单向交替通行；2279 公里至

2281 公里 500 米（旺尕秀）路段水毁
隐患治理工程铅丝石笼、导流坝等
施工；2289 公里 500 米至 2289 公里
900 米（旺尕秀）路段护岸墙、护坡、
急流槽、截水墙施工；2337 公里至
2337 公里 300 米（沙柳河）路段护岸
墙施工。上述路段已设置安全警示
标志，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行
车安全。

2191 公里至 2610 公里(橡皮
山至诺木洪)路段交通标线补画施
工，进行移动式养护施工作业，交替
半幅通行，施工路段已设置安全警
示标志，其中 2191 公里至 2201（橡
皮山）、2523公里400米至2528公里
700 米（宗加乡至宗加乡西）正在施
工，半幅通行；计划养护施工时间为
6 月 15 日至 7 月 15 日，现 2523 公里
400米至2528公里700米（宗加乡至

宗加乡西）路段正在公路标线施工，
半幅交替施工。

S201 省道五官线（五十至官
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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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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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设置安全警
示标志，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
行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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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行车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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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5 公
里 900 米至 1256 公里 500 米（石棉
矿）路段因新建部分涵洞，过往车
辆需在 1227 公里 800 米至 1228 公
里 400 米、1254 公里 600 米至 1255
公 里 900 米 、1256 公 里 500 米 至
1256 公里 700 米路段便道行驶，限
速每小时 3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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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拉马康至查乌拉
省界段，67 公里 310 米至 67 公里
565 米（距 子 曲 河 食 宿 站 8 公 里
处）、76 公里 475 米至 76 公里 525
米（过子曲河食宿站 1 公里处）路
段水毁工程施工，半幅通行。

S315 省道昌着线（西藏昌都
至囊谦着晓）着晓至囊谦段，417
公里 100 米至 417 公里 180 米（雪
坝亚俄拉山）、430 公里（巴麦寺）
处路段沉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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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其他各条国省道、旅游线
路畅通。

文/省公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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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讯（互交宣）6 月 26
日 21 时 31 分，互助土族自治
县交警大队接到县公安局指
挥中心指令称：“在平大公路
东沟乡大庄村路段发生一起
交通事故，一名行人被撞伤，
肇事车已逃逸。”

根据指令，互助县交警
大队民警迅速赶赴现场，立
即开展现场勘查和查缉工
作。由于案发时段为夜间，
无目击群众，现场只遗留肇
事车挡风玻璃碎片，再无其
他有价值的线索，破案难度
较大。随后，民警及时调取
周边电子警察监控设备，走
访周边车辆维修厂，经与相
关人员辨认现场遗留的肇事
车挡风玻璃碎片，初步确认
肇事车为一辆夏利牌小型轿
车，23 时许接到塘川派出所
出警民警反馈，在互助县塘

川镇总寨村路段有一辆无号
牌夏利牌小型轿车被人为焚
烧，请交警大队派人勘查，交
警大队立即派出民警查看被
焚烧车的情况，通过对车辆
识别代码查询，该车号牌号
码为青 B260xx，登记车主为
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人。

6 月 27 日，互助县交警大
队召开案情分析会，并安排
民警兵分两路，一路扩大范
围，调取查看现场周边多处
路段的视频监控，分析比对；
一路赶赴海东市循化县查找
登记车主，经民警排查，将车
主童某确定，并在互助县将
其抓获归案。经讯问，童某
对交通肇事逃逸焚车的事实
供认不讳。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互助县交警大队

破获一起肇事逃逸焚车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