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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祝嘉忆）2月 9日，
玉树藏族自治州第一批返校学生车
队从玉树州玉树市结古镇发往西宁
市。玉树州、果洛藏族自治州、海南
藏族自治州、省高速公路交警支队
民警全力保障护送学生车队的安
全，尤其是在共玉高速公路冰雪路
段确保护送车辆行驶安全。

因沿途交警保障得力、护送有
序，车队提前到达。当日 23时 30分
许，省交警总队副总队长田力赴京
藏高速公路多巴主线收费站，迎接
玉树返校的第一批 113 名高三学生
并安全护送至西宁。“玉树学生平安
返乡和返校，牵动着四十万玉树父
老乡亲的心。每年冬春两季，十几
批次玉树学生返乡返校交通安保是
省委省政府、省公安厅和省交警总
队党委交给我们的重大政治任务和
交通安保任务。此次安保任务，既
是动员令，也是决战书，我们要以青
海高原公安交警奋斗拼搏的姿态和
精神，顺利圆满地完成后续的 17 批
次返校护学安保任务。”省交警总队
副总队长田力说。

“感谢交警叔叔们一路的保驾
护航，为我们放假回家、回学校的出
行安全提供了保障。”学生卓玛永措
说。她告诉记者，以前，没有大巴车
的接送，她需要先打车到车站，然后
乘坐大巴回家。有时候买不到车票
时，还需要在车站附近住一晚。现
在的一站式接送，确实减少了不少
麻烦，方便了大家。

我省交警
为异地就读学生返校
保驾护航

2月10日，京藏高速公路峡口至平安段双向车流量出现小高峰，省高速公路交警支队六大队
民警不间断巡逻，保证辖区道路安全畅通。

本报记者 祝嘉忆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祝嘉忆）近日，玉树藏族自
治州连续大范围降雪，玉树州 1 市 5 县均遭受
不同程度的雪灾，由于降雪过程持续时间长、
积雪深、强度大，给牧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一
定影响。

2 月 9 日晚，地处海拔 4797 米的玉树市哈
秀山垭口，由于受降雪降温影响，道路积雪结
冰严重，交通通行受阻。玉树市交警大队全力
疏堵保畅，部署民警 30 人，累计疏导车 230 余
辆，及时联动养护部门投入清雪车、装载机铲
冰除雪，在玉树市交警大队及养护部门人员的
努力下，截至 2月 10日凌晨 2时，国道 215线哈
秀山垭口道路交通恢复畅通。

目前，玉树市交警大队所辖道路安全有序
畅通。

玉树市交警大队

雪天确保哈秀山垭口畅通

本报讯（记者 祝嘉忆）2月9日，一男童一氧
化碳中毒，由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送往玉树州
医院救治途中遭遇冰雪路面，生命危在旦夕。交
警得知情况后启动路警联动机制，协力开辟安全
护送通道，将男童及时送往医院救治。

2月 8日，男童与其母亲在家中一氧化碳中
毒，母亲在送往医院途中已无生命体征。了解
到这一情况后，考虑到道路积雪，影响救治时
间，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将男童送到医院，玉
树市交警大队立刻抽调民警，前往事发现场救
援。在男童送往医院时开辟绿色通道，送至玉
树州医院后医护人员立刻对男童展开救援，经
初步会诊，确定为煤气中毒，目前，男童已脱离
生命危险，警方正在联系孩子的父亲和其他家
属。

玉树一男童煤气中毒生命垂危

路警联动上演生死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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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09国道京拉线（享堂大桥至

唐古拉山省界）1981公里 600米至
1989公里（新墩十字至王家庄）段实
施保通封闭施工，封闭时间：2018年
8月14日至2019年8月31日。施工
路段封闭期间，途经该路段的车辆
和行人从已修建的安全便道通行，
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严格按照交
通标识信息的指示及交警、路政和

现场安全指引人员的引导行驶；
1892公里至 1895公里 500米(小康
街以西约200米至桥南街)实施地下
综合管廊工程，对该路段实行封闭
施工。计划封闭施工时间为 2018
年10月13日至2019年5月31日。

G227国道张孟线（张掖至孟
连）西宁至久治段，333公里 570米
至 333 公里 590 米、351 公里 230 米
至 351公里 260米（红土山，西宁至
大武镇方向）路段由于山体滑坡导
致路基下沉，路面严重损坏，现在正
在施工，道路半幅通行；334 公里
750米至335公里750米（红土山）路
段由于塌方和山体滑坡施工，便道
通行，大车限载 49吨；335公里 300
米至335公里365米（距离军功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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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段正在进行滑
坡整治施工；以上路段已设置安全

警示标识,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提
前选择绕行路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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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公里 200 米至
323公里 800米（关角山）路段因西
察高速公路关角山隧道施工临时改
道，改道路段限速每小时20公里。

S206 省道平隆线（平安至隆
务）平安至大力加山段，0公里 380
米（平安化隆路口）、1 公里 200 米
（窑房）实施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半
幅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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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13国道策磨线（策克至磨

憨）平安至赛尔龙段，37公里500米
（尖扎，往西宁方向）左侧山体松动，
有石块滑落。现场已摆放锥形桶、
设置警示牌；70公里170米、77公里
241米(隆务峡）路段往同仁方向路

线右侧边坡塌陷，路面悬空，半幅通
行；151 公里 230 米至 151 公里 295
米（麦秀山）公路坍塌，路面半幅通
车，过往车辆注意安全，已摆放标识
牌和安全锥；151公里 500米至 151
公里 530米（麦秀山）路段路面沉陷
严重；153公里800米（麦秀山）处同
仁方向路线左侧路基掏空，存在安
全隐患，现场已设置安全警示，半幅
通行；154公里720米（麦秀山）路段
路基沉陷，已修好便道，单向通行；
154 公里 800 米至 154 公里 840 米
（麦秀山）路段右侧路基沉陷，导致
路面开裂，半幅通行；以上路段已设
置安全警示标识，请过往车辆减速
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G338国道海天线（海兴至天
峻）岗子口至木里段，120公里（甘冲
口）处山体危岩体易掉落，已设置警
示标识，请过往车辆注意观察，注意
行车安全；200公里950米（峨博沟2

桥）已封闭交通，便道通行；218公里
102 米（吉尔孟）1 号小桥，桥台下
沉，梁板异常变形，存在安全隐患，
自 2018 年 7 月 17 日起该桥封闭禁
止通行，请过往车辆按照指示标识
绕道新修便道行驶。

G573国道泽兴线（泽库至兴
海）达久滩至河卡山南段，21 公里
800米至24公里（泽库县境内）路段
冻土路基出现大面积沉陷，已设置
安全警示标识，请过往车辆减速慢
行，注意行车安全。

S306 省道官哈线（官亭至哈
城）平安至赛尔龙段，17公里830米
（下多巴桥）存在安全隐患，限载 20
吨，限速每小时 5公里，已设置安全
警示标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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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祝嘉忆）自今年 1 月 11 日
起，省高速公路交警支队集中开展违法占用
应急车道整治行动。1 月份省高速公路交警
支队共查获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为 137起。

高 速 公 路 应 急 车 道 ，被 称 为“ 生 命 通
道”。而在发生事故或造成道路拥堵时，往
往有部分司机抱着侥幸心理明知故犯，造成
严重损失。为此，省高速公路交警支队采取
了多项措施，包括警车巡逻拍摄、监控视频

巡逻、媒体随警采访、执法网络微直播等，对
非紧急情况下占用应急车道行为严厉查处，
切实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而对于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驾驶人，根
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占用应急车道
一旦被查获，车主将被记 6 分、罚款 200 元；
如遇交通管制，强行占用应急车道，将处
10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罚款，并处 15日以下
拘留。

省高速公路交警

查处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为

本报讯（记者 祝嘉忆）今年春
节期间，据省交警总队统计，全省
公安交管部门共启动执法服务站
20 个，现场纠正交通违法行为 236
起。春节假期全省未发生较大以
上道路交通事故，未发生生产经营
性交通事故，未发生长时间、大范
围的交通拥堵。

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充分利用
交通执法检查站，最大限度地将警

力投入到路面，提高重点交通违法
行为的查处率，在城市、高速公路、
国省干道和农村道路上积极开展
交 通 违 法 行 为 集 中 整 治 统 一 行
动。根据酒驾、无证驾驶等重点违
法行为发生的规律和特点，西宁
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东
市、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
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交警支队积
极组织开展夜查行动。春节期间

全省共查处饮酒驾驶 14起，醉酒驾
驶 1起；针对节假日特点，进一步加
大对 7 座以上客运车，特别是长途
客运车和旅游包车的检查力度，坚
决消除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海东
市交警支队严厉整治不符合规定
的电动车，净化交通环境；针对春
节农村群众出行特点，严查面包车
等车辆超员、违法装载，农用车载
人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不断优化

高速公路勤务，省高速公路交警支
队通过对交通流量的监测研判，实
时调整勤务部署，做到勤务覆盖重
点时段、重点路段和事故多发区
域，在发生事故或出现拥堵时第一
时间到达事发地点，快速处置、快
速疏导，保障路面通行。

春节假期，各级交管部门通过
各类媒体广泛发布天气预警和出
行提示，积极协调交通部门将应急

物资和设备投放到关键节点，提前
做好降雪天气应对工作。降雪期
间，各地通过合理安排民警，加大
路面巡逻、视频巡查力度，及时掌
握道路通行条件并发布天气和道
路通行情况，在最大限度满足群众
出行需求的同时，采取人性化管控
措施，根据辖区降雪量的大小、范
围及降温幅度，扎实开展降雪天气
道路应急保障工作。

春节期间全省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