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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交管部门加强国庆假期高速公路交通管理

全力以
“护”保障假期出行
2021 年国庆假期将至，全国高速
公路国庆假期 7 座以下客车免费通
行。安庆公安交管部门进一步加强
全市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坚
决防范重特大交通事故和严重交通
拥堵，为群众假期出行创造安全畅通
的高速公路通行环境。
严格路面管控，强化疏堵保畅。
全面落实收费站、服务区和执勤点日
间 12 小时有警时间，对全市境内危
险货物运输车辆（除民生保障类）实
行临时性区域管控，禁止危险货物运
输车辆通行全市高速公路；停止全市
境内所有高速公路施工作业（除应急
抢修作业）；合安高速“改扩建”路段
上下行保持两车道通行，施工单位全
天 24 小时加强人员值守和巡查。

强化违法查处，净化通行环境。
按照“深化协同共治、守护平安高速”
总体部署和要求，白天以视频巡查为
主，查处违法停车、倒车、大车不按规
定车道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为重点，
夜间以警车巡逻为主，查处客车超
员、疲劳驾驶、客运车辆凌晨 2 至 5
时、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民生保障类）
0 至 6 时等违规运行为重点，及时劝
导、制止和查处显性交通违法行为；
加大对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查处力
度，确保“生命通道”畅通；加强对长
途客车、旅游包车等重点车辆的检
查，采取定点设卡、动态巡逻、视频巡
查等方式，消除超员载客、疲劳驾驶、
不系安全带等交通安全隐患，严防多
车多点相撞和发生长时间长距离道

路拥堵情况的发生。
推动宣传引导，推行事故快处。
针对高速公路大流量交通流及可能
出现的秋季雾霾等恶劣天气，开展较
强针对性的交通安全宣传和提示，充
分借助电视、广播、双微等平台及时
向社会公布国庆期间交通研判情况
和交通组织方案，实时发布辖区高速
公路拥堵、事故多发点段路况信息及
管控措施，提示群众合理选择出行线
路；全面检查服务区交通安全宣传阵
地落实整改工作情况，通过播放交通
安全公益广告、交通事故警示案例视
频，LED 显示字幕，张贴宣传海报、更
新宣传栏内容等方式，全方位宣传高
速公路安全行车常识，进一步增强交
通参与者的守法意识。
安畅

9 月 11 日，交警指挥中心通
过对违法数据的分析研判，重点
对皖江大道、迎宾东路等渣土车
通行较多、违法较多路口路段进
行视频巡查，发现闯红灯渣土车
5 辆，立即指令辖区交警五大队
对违法车辆现场处罚，一次记 6
分、罚款 200 元,并约谈企业，要
求立即整改。
潘成龙 摄

◆典型案例

小三轮挤满8名儿童
交警紧急拦停
9 月 8 日下午，市区交警一
大队接群众报警称，在安庆石
化第二小学门口，一辆电瓶三
轮车违规接送该校学生。市区
交警一大队迅速组织警力对该
起线索进行排查，17 时许，在
蔡山路路段将该车拦停。现场
从该辆电动三轮车上下来 8 名
学生，属于严重超载的交通违
法行为，且存在重大交通安全
隐患。后经电动三轮车车主张
某供述，自己受雇于集贤路一
家名为“青鸟园丁学习班”
的学
校，每天三趟使用自己改装的
电动三轮车将学生载至集贤路
青鸟园丁学习班。目前，涉案
车辆已被扣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审理中。
三轮车不是载人的交通工
具，缺少对乘坐人的安全保护
装置，
车辆安全性能差，
遇转弯
或掉头易发生侧翻，导致乘坐
人员伤亡。三轮车载人是严重
的违法行为，一经发现扣留车
辆，
上限处罚，
并对涉企单位一
律通报主管部门。 邹岑岑

◆警民连心

望江交警深入企业开展交通安全知识讲座

摒弃交通陋习
为提高企业职工的文明交通安
全意识，扩大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
的覆盖面，连日来，望江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组织民警走进辖区望江县农
业银行、望江县邮政局，对银行职工、
邮政及快递寄递业从业人员开展交
通安全知识讲座。
讲座结合望江县交通管理实际
和交通现状，详细地讲解了道路交通
安全的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深入分析

做文明交通参与者

了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及在道
路上怎样避免和减少道路交通安全
事故的发生及注意事项。并通过讲
解近期发生的重大交通事故成因，用
案例提醒广大职工文明交通的重要
性。民警用酒驾、醉驾引发交通事故
的真实案例精心制作 PPT 宣传课件，
对酒后驾驶等易诱发交通事故的交
通违法行为进行了深刻透彻的分析
讲解，同时就酒后驾驶等交通违法行

为对家庭和社会的危害进行了详细
解读，呼吁全体职工牢记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摒弃一切交通陋习，自觉抵
制危险驾驶行为，做一名文明交通参
与者。讲座还结合寄递业从业人员
每日驾驶三轮摩托车、电瓶车走街串
巷送货的情况，要求各快递公司要加
强员工日常安全教育，提醒大家工作
中要戴好安全头盔，谨记“一盔一带、
安全常在”
。
胡红松

桐城开展校车驾驶人安全培训

谨慎驾驶校车
9 月 11 日下午，桐城交警大队民
警来到童安校车公司，为该公司驾驶
人及家属开展《法规在心中安全在手
中——校车安全大于天》为主题的交
通安全宣传。
桐城市童安校车公司现有校车
61 辆，校车驾驶员 62 名，运行路线
68 条，接送学生 1600 余人。由于点
多线长人数多，校车安全一直是安
全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社会、学

交规时刻放心中

校、家庭关注的焦点，时时刻刻牵
动着各方的神经和视线。校车驾驶
人不仅需要有过硬的驾驶技术，还
需要家庭的鼓励与监督，为此，校
车公司还邀请了校车驾驶人家属参
加了此次培训。
民警以近段时间全国重特大交
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校车的特殊许可
和性质、驾驶人驾驶资质和要求、酒
后驾车、超速行驶等方面与驾驶人及

家属进行了讨论交流。
民警希望校车驾驶人在驾驶
校车时时刻把交通法规放在心
中，认真谨慎驾驶校车。在宣传
培训会上，民警还着重为驾驶员及
家属详细计算了因酒驾(醉驾)需要
承 担 的 法 律 成 本 、经 济 成 本 、职 场
成 本 、时 间 成 本 和 家 庭 成 本“ 几 本
帐 ”，希 望 驾 驶 员 家 属 充 分 发 挥 好
监督员作用。
黄永武

◆安全提示

山区道路行车
需减速慢行
山区道路坡陡、路窄、弯
急、视线不佳，汛期易出现塌
方，
安全隐患突出。
如果不熟悉
道路情况，
缺乏行车经验，
极易
发生交通事故。
在山区道路行车要小心谨
慎。
下长坡要提前减挡，
利用发
动机牵阻作用控制车速，严禁
空挡滑行。
通过急弯、连续转弯
路段或盲区大的弯道，要提前
减速减挡，
靠右侧行驶，
并适当
鸣笛，严禁在弯道内超速行驶
或超车。
农村地区公路等级较低，
安全防护设施不完备。通过临
水临崖、窄桥窄路、急弯陡坡等
路段时，
要提前减速，
并适当鸣
笛，与路侧保持必要的安全距
离。
遇对向来车时，
要减速慢行
或停车，
礼让车辆，
让右侧临水
临崖的一方先行。
在雨天、夜间
驾车时，
要减速慢行，
注意观察
道路情况，与前车保持安全车
距，
切莫超速、逆行或违法占道
行驶。
交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