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夯实事故预防根基
强化预防工作实效

扎实做好春运期间预防重特大事故工作。
全市交警部门在春节前期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
治理，与属地交通、公路、路政执法部门协同工
作，在阿岱高速、川官高速、牙同高速桥梁阴坡
路段、省道202线青沙山顶、民和享大公路段、互
助威甘线十二盘路段、国道109线沿线8处阴坡
路段备放沙料用于雪天防滑，各县区交警大队
分别协商公路、交通部门对易积雪结冰路段采
取防滑措施，共在县乡道路备料防滑29处。对
现有8家客运企业、5家公交企业逐一进行了上
门检查指导，进一步落实了企业交通安全主体
责任。对569名交通违法计满12分、超速50%
以上违法记录、酒后及时记录等严重违法行为
的本地A1A2驾驶人进行了全面清查。海东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及各县区大队利用互联网、新
闻媒体开展“两公布一提示”，向社会公布道路
安全隐患14次，涉及道路11条，公布隐患76处。

突出灾害天气事故预防工作。冬春期间，
针对冰雪路段易发生侧滑事故的特点，各县区
大队严格落实灾害天气路面实时巡查制度，对
省道202线青沙山顶上下坡路段、省道川官公路
浪塘山顶上下坡路段、省道威甘公路十二盘路
段等积雪结冰路段固定警力指挥疏导，对各县
区县城交通密集路段加强管控，有效预防了事
故多发。

全面开展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海
东市交警支队组织市、县区两级交警部门开展
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共排查县乡道路29条，
发现隐患89处。主动联合路政执法部门开展高
等级公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共排查高等级公
路6条，发现隐患50处，并已分级报请政府研究
治理。目前，109国道乐都区七里店路段古树占
用路面隐患、民小一级公路新盛村十字路口缺
乏信号灯等3处重大隐患得到治理。

加强了对重点车辆的源头预防。海东市公
安、交通、安监、教育四部门联合下发通知，对全
市非制式校车采取停运措施，对加强校车事故
预防起到了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各县区交警部
门联合交通运管、教育行政部门对全市214辆制
式校车落实了“四见面”检查要求，发现并督促
整改安全隐患36处。对全市8家客运企业、1家
危化品企业、5 家公交企业全部进行了安全检
查，进一步落实了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强化了源
头预防管理效果。4月初，各县区大队对当地建
设施工单位逐一进行了交通安全检查和宣传教
育，对48家施工企业369辆施工车辆410名驾驶
人开展了宣传教育，提出安全管理指导意见58
条，并督促落实了整改措施。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优化道路出行环境

强化路面管控，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春运
期间共投入警力10263人次，出动警车1787台
次，设置春运执法服务站11个，设立临时执勤点
560处，开展统一行动17次，检查客车4244辆，
危化品车176辆，面包车3124辆，启动应急预案
3 次，发生宣传提示短信 117 条，发放宣传材料
45630余份，支队督导检查19次，下派检查组19
个。春运期间共纠正违法24538起，查获酒后驾
驶19起，其中醉酒7起、饮酒12起；无证驾驶154
起，超员 9 起，超载 59 起，超速 1912 起，逆行

3639 起，违法装载 166 起。春运期间发生事故
18起，死亡人数10人，受伤人数10人，比去年同
期相比分别下降66.67%、52.38%、79.17%。

开展春运后期整治交通违法行为专项行
动。制定下发了《关于春运后期集中开展严厉
整治交通违法行为专项行动的方案》《关于加强
春运后期和全国两会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
作的通知》。专项行动期间共投入警力10693人
次，出动警车 1700 台次，设立临时执勤点 305
处，开展全省统一行动 3 次，支队督导检查 11
次。查获酒后驾驶10起（醉酒6起、饮酒4起）、
无证驾驶 140 起、超员 9 起、超速 2908 起、超载
126起、拘留43人。

从5月25日至7月15日周末夜间，在全市
范围集中开展酒驾、醉驾、毒驾、无证驾驶等突
出交通违法周末夜查统一行动。目前已开展全
省统一行动两次6天，出的警力266人次，检查
过往车辆 8554 余辆，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415起，其中酒驾6起，无证5起。支队督导检查
两次，开展执法直播活动3场。

从6月至8月在全市集中开展为期3个月的
农村面包车交通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其间共出
动警力204人次，警车36台次，设立固定、流动
检查点25处。现场纠正面包车玻璃膜不符合规
定102起，车主现场揭膜14起。查处无证驾驶
两起，未系安全带54起，非法改装面包车10起，
客货混装1起，行政拘留1起，劝导24起，批评教
育80余起，警告8起。针对存在隐患的面包车
约谈并告知13辆。

加强缉查布控系统建设与运用。去年以来
海东工业园区管委会投资1200万元，安装43处
电子警察、12处测速抓拍系统、12处卡口，有效
地提升了城区道路智能化管理水平。5月7日海
东市平安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通过公安交通
集成指挥平台缉查布控系统的报警情况，发现
一辆嫌疑套牌车辆，报警信息反馈给正在路查
路检的民警后，进行布控拦截，发现此号牌为套
牌。5月28日，稽查布控系统预警称驾驶证信息
异常，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
队高速中队在国道109线1845公里300米设卡
拦截，后发现该车驾驶人属于无证驾驶，通过公
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查询，发现登记信息
为驾驶证吊销，并按无证驾驶的相关规定依法

处理。5月31日，乐都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在
国道109线1888公里汤官营学校门口处，对过
往车辆进行例行检查时，接到稽查布控预警信
息，将该车驾驶人当场查获，后依法对无证驾驶
交通违法人给予行政拘留13日并处罚款处罚。

深化交通安全宣传
营造浓厚社会氛围

先后开展了“110”全国交通安全宣传、春运
交通安全主题宣传、农牧区交通违法集中整治、
春季交通秩序整治、整治酒驾专项行动、交通秩
序“百日攻坚”、夜间道路交通安全检查、整治机
动车涉牌涉证违法行为、道路交通秩序集中整
治、危化品车辆交通安全隐患整治等宣传活动，
通过报刊、电视、微博、微信、手机短信、广场和
出租车车载电子显示屏等媒介向广大市民多形
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开展一系列宣传活动，在
全市范围内营造了浓厚宣传氛围。其间，支队
累计开展宣传活动124次，发放各类宣传材料两
万余份、悬挂横幅10条、展出展板30块次，发布

“两公布一提示”16次。
积极与媒体协作，宣传报道公安交通管理

部门工作情况和取得的成效，利用新闻媒体、微
信微博发布新闻消息208余条，向《青海法制报》

《海东时报》、海东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发布道路
交通安全工作的报道18起，机动车、驾驶人违法
曝光28起。

规范车驾管理工作
方便群众办牌办证

市、县区车管所严格执行公安部及总队规

定，在车辆转出、转入及新车落户、机动车审
验、驾驶证管理等工作中严格依法依规办
理，未发生违规办牌办证现象。截至上半
年，海东市机动车保有量总数为 199054 辆，
同期相比增长 25236 辆，增长率为 12.68%。
机动车驾驶人总数为 381206 人，同期相比增
长 19993 人，增长率为 5.24%。上半年共受理
机动车业务 61357 笔，比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6749 比，增长率为 10.99%。其中，注册登记
10115 笔，转移登记 4354 笔，转入 3490 笔，变
更登记 1030 笔，抵押登记 4600 笔，注销登记
291 笔，车辆年检 27741 笔，其他业务 9711
笔。共受理驾驶证业务 46106 笔，比上年同
期相比增加 2652 比，增长率为 6.4%。其中，
初次申领 13550 笔，军警换证 21 笔，外籍换
证 17 笔，增驾申领 822 笔，转入 501 笔，补证
换证 19182 笔，满分学习 726 笔，注销登记
398 笔 ，驾 照 转 出 2623 笔 ，其 他 业 务 8266
笔。针对机动车驾驶证考试，科目一受理
7847 人 ；科 目 二 预 约 24371 人 ，合 格 15645
人，合格率 64.19%；科目三预约 19595 人，合
格 13635 人，合格率 69.58%；考试合格发放驾
驶证 8059 本。

深化车驾管改革，拓展惠民利民新举
措。根据总队相关“放管服”工作要求，给循
化撒拉族自治县车管所下放 C 类机动车驾驶
证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考试业务权限，方
便群众就近办理驾驶证业务。规范车、驾管
大厅的窗口设置，简化办事流程，公布公示
栏，业务流程，收费标准，最大限度地方便办
事群众办理相关车、驾管业务。加强及规范
中介公司的监督管理，对备案的相关中介机
构定期召开会议，统一中介机构工作人员服
装，实行中介公司员工挂牌上岗制度。

加强执勤执法力度
排查交通安全隐患

春运启动之前，按照支队有关文件精
神，结合辖区实际，成立执法小分队，多次深
入六县集中开展交通安全隐患大排查，加大
县乡道路的路面管控力度，对辖区内各个交
通安全隐患点做到心中有数。特别针对民
小公路出行车辆，强化教育宣传，及时劝导
纠正违法。截至目前，共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500 余起，其中包括酒驾 1 起和无证驾驶 3
起；批评教育轻微违法行为 4800 余起；发放
各类宣传材料 18000 余份；帮助推搡被困群
众车辆 200 余次，安装防滑链 300 余辆；创造
了平安和谐的出行环境，树立了海东交警的
良好形象。

今年以来，由于城区道路改造工程，致
使部分路段、路口高峰期出现交通拥堵。对
此，海东市交警支队积极采取措施，科学组
织警力，在“严管街”路段定时、定岗、定责，
每天早 8 时至晚上 6 时不间断巡逻、执勤，对
违法违停车辆采取先教育后处罚的原则，取
得良好成效。以“管理方式灵、服务态度好、
执法执勤严”的态度，致力要把“严管街”执
勤岗打造成海东市交通管理执法的“名片
岗”。针对近期交通违法相对高发的 109 国
道、小峡村、王家庄村路段、民小公路飞机场
周边道路开展交通秩序专项整治，由交警特
警联动整治，重点整治乱停乱放、乱摆摊点
的车辆，进一步减少事故风险，促进交通安
全工作形势持续好转。

营造平安和谐的出行环境
——海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工作纪实

■文/图徐建锋

海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在海东市公安局党委和上级业务部门领导下，大力提升保安全、保畅通、防事故和服
务群众的能力水平，进一步推动交通管理工作科学发展，结合海东工作实际和地域特点，着力解决了一批基础性、源
头性问题，进一步增强了事故预防工作实效，有力维护了道路交通秩序，保持了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为
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平安出行创造了良好道路交通环境，进一步提高了人民群众对交警队伍的满意度，整体工作取
得了较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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