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冯 磊

记者从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了解
到，今年春节期间，全省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起数和受伤人数，同比分别下降52 . 63%、
44 . 44%，全省高速公路和主要国省道畅通有
序，未发生5人以上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和长
时间长距离的交通拥堵。

出动警力7 . 9万余人次

春节期间，全省各级公安交警部门紧抓
春节期间重点工作措施落实，为广大群众平
安出行创造了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
环境。1月27日至2月2日，全省累计出动警力
7 . 9万余人次、警车2 . 8万余辆次，启动交警
执法站385个，设置临时检查点8215个，查处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60万余起，开展便民服务
3582次，积极救助群众1965次。

在充分研判春节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形势
的基础上，省公安交管部门提前下发《关于
切实做好春节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
通知》《关于加强春节期间剧毒化学品道路
运输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对春节期间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进行专门部署。
1月28日，全省春节交通安全视频会召

开，调度各地恶劣天气应对和疏堵保畅等
有关情况，并就加强春节期间道路交通事
故预防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2月1日，
省公安交管部门连夜下发通知，紧急部署
做好春节假期返程的交通安保工作，全力
确保春节最后一天假日道路交通形势安全
稳定。

重点交通违法行为

同比上升16 . 1%
春节前夕，省公安厅交管局下发《关于

扎实开展全省路面交通违法行为整治行动的
通知》，对全力做好路面交通违法行为集中
整治行动进行安排部署。全省各级公安交管
部门严格按照“民警要上路，上路要管事，
管事要规范”的要求，科学调整勤务部署，
紧抓节前返乡和节后返程“两个高峰时
段”，加大对农村集市、大型活动、重点景
区等交通流量大和事故多发路段巡逻管控力
度，保持对酒驾、毒驾、超员、违法载人、
涉牌涉证、超载等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

春节期间，全省查处交通违法数量和现
场查处交通违法数量，分别同比上升7 . 5%和
13 . 5%，其中查处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同比上
升16 . 1%。

连续下发推送

交通安全预警提示
据介绍，省公安交管指挥中心每天6点

至22点每2个小时调度全省天气和高速公路
通行情况，连续下发推送交通安全预警提示
7期，召开3次视频调度会，确保各项应急管
理措施落实到位。

各级公安交管部门积极协调交通运输、
路政、养护等部门完善恶劣天气应急处突预
案，落实应急救援、清障施救、融雪除冰等
设施装备、物资储备，在桥梁、弯道、长上
坡、长下坡以及施工路段等节点路段预置应
急物资、警力、设施。遇有大范围雾霾、雨
雪天气，加强“高地”交管部门协调联动，
及时采取远端控制、近端分流、限速行驶、
间断放行等措施疏导车辆，落实“降速、控
距、亮尾”措施，及时发布道路限行、分流
和绕行线路等信息。春节期间，全省高速公

路启动了148个快处快赔点，开启485处可变
限速标志提示过往车辆降车速、控车距，最
大限度减少因事故造成的交通拥堵。

2125名驾驶员

禁止参加“春运”
针对春节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和我省高

速公路危化品运输车禁行等政策，结合本地
天气特点、常见事故类型，各级公安交管部
门在公路客运站、高速公路服务区、户外大
屏、楼宇电视等滚动发布路况提示、案例警
示等针对性安全提示。针对2月1日、2日
（正月初五、初六）节后返程高峰，省公安
交管部门下发两期预警提示，全省发布预警
信息3062条，及时提示驾乘人员注意天气变
化和交通安全。

同时，利用“平安播报”、官方微博、微信
平台、手机短信等渠道，持续曝光死亡道路交
通事故和违法典型案例，曝光主体责任不落
实的运输企业，加大对重点驾驶人进行“点对
点”的安全宣传教育力度。春节前，集中向社
会公布了2125名记满12分禁止参加“春运”营
运驾驶人员名单。

□ 本报记者 冯 磊

高速通行

近9百万车次
今年春节，京台、荣乌、青银等干线高

速公路单日最高流量逼近12万辆次，是平时
的3倍。7天长假全省高速车流量889万辆次，
同比增长16 . 21%。

全省各级高速交警部门共出动警力9242
人次，警车3959辆次，检查重点车辆1 . 73万
辆次，查处超速、超员、非法占用应急车道
等交通违法行为5733起，设置事故快速处理
点62处，发布预警信息8813条，开启309处情
报板、656处可变限速标志提示过往车辆降
车速、控车距。

正月初一至初三，我省出现雨雪、冰冻
和雾霾恶劣天气，初四、初六夜间，鲁西南
地区出现降雪，京台、京沪、青银等主要高
速公路通行受限。

各级指挥中心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备
勤，及时发现交通事故、拥堵等突发警
情，并快速调度警力予以处置。及时发布
行车注意事项等预警信息，利用可变限速
标志提示过往车辆降速、控距，引导群众
安全出行。

用心管理更要用心服务

2月1日上午，枣庄高速交警接总队指挥
中心指令，有一辆运送移植器官的小型轿车
2月1日下午要从临沂罗庄区赶往京沪高铁枣
庄站，然后乘坐17时40分的高铁把器官送往
做手术的医院，要求枣庄高速交警派车在岚
曹高速临沂和枣庄界处把该车带至京沪高铁
枣庄站。

1日下午16时25分，枣庄高速孙斌副大队
长带队到达岚曹高速峄城东收费站匝道口处
等候，16时36分，与运送移植器官车辆汇
合，赶往京沪高铁枣庄站。由警车带道，从
岚曹高速转京台高速，在京台高速枣庄收费
站下高速，最终17时16分将车辆安全、按时
带至京沪高铁枣庄站，得到了当事人的交口
称赞。

在万家团圆合家欢的春节长假期间，全
省高速交警发扬“一家不聚万家聚”的奉献
精神，坚守岗位、忠诚履职，特别是在出
行、返程高峰和每天的高峰时段，基层大队
普遍采取“带饭上岗、无缝执勤”的方式。
据不完全统计，恶劣天气期间，各级高速交
警部门共解决求助事件436起，做好事859
件，得到了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一致认可
和好评。

事故预防与应急处置并重

针对可能出现的雨雪、冰冻恶劣天气，
山东高速交警总队提前协调省气象局，实时
掌握天气变化，为采取措施、妥善应对、发布
信息争取时间。根据研判预警，各地提前协调
高速公路运营部门备足备齐除雪、防滑、融冰
物资和设备，特别是在桥梁、互通立交、山
区路段等易积雪结冰、事故多发路段重点做
好应急准备。

在恶劣天气处置中，全省各级高速交警
部门通过高清监控系统实时调度路面能见
度、车流量、警力部署情况，第一时间指挥
相关大队采取提前预警、分方向关闭站口、
限制客运车辆通行、限速通行等管控措施，
做到“早预警、早发现、早管控、早提示、
早处突、早开通”，既确保了行车安全，又
有效压缩了控车时间，防止了高速公路出现
大面积交通拥堵和长时间车辆滞留现象，最
大限度地减少了交通管制对群众春节出行的
影响。

由于措施得当、部署有力，在恶劣天气
频发、交通流量剧增的严峻形势下，全省高
速交警部门以严之又严、细之又细的举措，
为人民群众欢度新春佳节创造了平安畅通、
欢乐祥和的道路交通环境。

□ 魏善勇

春节虽已结束，农村地区特别是地处
偏远山区，人车流量并未减少，赶集上
店、走亲访友、红白喜事、开业开工等大
量增多，一辆辆摩托三轮、三轮汽车、低
速载货汽车、拖拉机等，成了农村地区随
处可见的“载客车”，加上部分面包车参
与其中，直到拉得满满当当、摇摇晃晃才
肯出发。这些车辆横冲直撞、高速行驶存
在严重的安全隐患，直接威胁农民生命安
全，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大家知道，农用车辆和部分面包车普
遍存在着安全性能差、防护措施差的“先
天不足”，在运行中更潜藏着驾驶人安全
意识不强、行驶速度快、各类交通违法现
象严重等实际问题，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行
驶，受交通情况复杂、路形复杂、驾驶人
处理情况复杂等特殊因素的制约，车辆的
行驶安全更是“大打折扣”，加上这些车
辆载人多，车辆摇摇晃晃、重心不稳，在
高速行驶和左突右冲中极易发生交通事
故。其次，由于农村道路多处在山区、湖
区、库区、岭区，道路坡陡、弯急、路

窄、沟深等情况极其复杂危险，一旦发生
事故将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导致群死
群伤恶性事故。从近几年的情况看，每年
都要发生多起因农用车辆、农村面包车违
法载人发生的“惨祸”，教训极为深刻。

农民朋友奔小康，交通安全是保
障。各地要针对农村安全工作实际，认
真、全面、细致地检查当地交通安全存
在的主要问题，在抓好大中型客货车管
控的同时，将农用车辆和农村面包车违
法载人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加大宣
传力度，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认清农用车

辆和农村面包车违法载人的严重危害，
增强遵守交通法规的自觉性、主动性。
同时，公安交管、交通、农机等部门要
加强联合，形成联合执法，并将执法力
量下沉农村、倾斜一线，加大对农村违
法载人的查纠力度，不给农村违法载人
以可乘之机。要通过铺天盖地的宣传教
育，严管高压的管控手段，逐步改变农
村地区违法载人的交通习惯，保证广大
农民的交通安全，平平安安奔小康。

□通讯员 程建柱 闫朋朋 报道
本报阳信讯 随着春节长假的结束，农民工返城流、

学生返校流等也随之激增，为全面把牢春运后期道路交通
安全关，严厉打击节后“两客一危”重点车辆突出违法行
为，切实做好道路交通事故防控工作，2月4日，阳信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集结警力，扎实开展“两客一危”重点车辆
突出违法行为集中整治行动。

行动中，该大队根据“两客一危”车辆的运营路线、
运行时间，在辖区各出城路口、途经站点及出县通道科学
部署警力，加强对“两客一危”车辆的检查，严查超速、
超员、超载、疲劳驾驶以及不按规定路线行驶等交通违法
行为，坚决做到违法行为不纠正不放行，违法驾驶人不受
教育不放行，在全县范围内形成严管严控严惩的高压态
势，全力预防和减少“两客一危”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
发生。

□通讯员 曹杰 李娜 报道
本报烟台讯 为全力确保春节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

畅通，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烟台市公安交警部
门共出动警力7800余人次、警车6000余台次，交警支队机
关民警除值班人员外全部到市区主要路口执勤，启动交警
执法站29个，组建执法小分队6个，设置临时检查点360
处，组织开展了全市集中行动、异地交叉执法3次，从严
从快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3 . 6万起，现场查处4770起，
其中，查处酒驾30起、超员30起、涉牌涉证190起，暂扣
驾驶证55枚。全市交通安全形势平稳，未发生较大以上道
路交通事故。

□通讯员 曲海青 栾心龙 报道
本报青岛讯 2017年春节期间，青岛市现场查处交通

违法行为11421起，其中酒后驾驶60起（其中市内三区12
起），醉驾10起（其中市内三区1起）。同时，在所辖同
三、潍莱、龙青、青平、胶州湾等高速公路入市交通流量
明显增大的情况下，全市高速公路、城乡主干道交通保持
有序畅通，未发生大面积、长时间交通拥堵。据悉，春节
期间，青岛启动农村道路交通劝导站258处，组织交通安
全协管员3600余人次，提醒劝阻交通违规行为25600余起。

□通讯员 周广敏 报道
本报东阿讯 “阿姨，你闯红灯了！” 2月3日下

午，在东阿城区天禧红绿灯路口，东阿第一实验小学40名义
务协管员头戴小红帽，在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的带领下
分成4个小组，手举写有“闯红灯危险、礼让斑马线”字样的
牌子和小红旗，对市民闯红灯的危险行为进行劝阻。

每当红灯亮起时，一发现行人想违规横穿马路，或者
非机动车驾驶人不看交通信号，“小红帽”都会上前劝
导，告诉他们闯红灯十分危险。一些被拦下的非机动车驾
驶人和行人深有感触：“看到小孩子都当义务协管员，大
人更要自觉！”

□通讯员 王海涛 报道
本报胶州讯 春节期间，为保障人民群众安全出行，

胶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开展整治酒驾“零容忍”。
大年初六，19时30分至20时30分和21时至22时两个时

间段集中整治查处酒驾16起，醉酒驾驶4起，无证酒后1
起，其他违法行为6起。严厉打击了酒驾违法行为，同时
也对那些抱有侥幸心理、无视交通安全法规的司机产生了
强大的震慑作用，为人民群众出行创造了一个安全的道路
交通环境。

新泰：
全方位培训交通志愿者

春节假期刚过，新泰市公安局交警大队针对返程客
流车辆增多和城乡道路短途车辆、人员集中出行的特
点，结合“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行动，及时对全市交通
志愿者开展全方位的实地交通安全实践和培训活动，此
举既提升了广大交通志愿者自身法律法规意识和素养，
又维护了城乡道路安全畅通交通秩序。图为民警在向交
通志愿者传授早、晚交通高峰时段路面劝导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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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查处交通违法3 . 6万起

阳信:节后持续加强

“两客一危”重点车辆管理

青岛：春节期间查处60起酒驾

东阿：小学生上街

劝阻行人和非机动车闯红灯

胶州:春节期间

开展酒驾整治行动

春节期间山东道路交通畅通有序

高速交警：守护春节平安团圆路

2月4日，山东莱芜交警支队开发区

大队民警在辖区新新源天然气加气

站，向运送天然气的“危化车”驾驶

人宣讲安全恶劣天气驾车技巧、开

“英雄车”“霸王车”及危险驾驶行

为的危害性。

随着春季气温升高，各类工矿企业

陆续开工，动用大型机械和车辆大幅增

加，涉及“两客一危一货”重点车辆的

交通事故多发。为此，莱芜交警组织开

展“摒弃交通陋习，安全文明出行”主

题宣教活动，民警深入80多家“两客一

危”、厂企、物流、货物装载点和停车

场等重点企业，通过面对面剖析近期典

型案例、发放安全手册、明白纸、挂

图、“小礼包”、“口袋书”、观看文

明出行宣传片和签订安全承诺书、定期

回访等形式，重点强化对4300多名客

车、校车、危化车驾驶人等重点人群安

全教育，把“安全大餐”送进重点厂

企。

□通讯员 杨静波 报道

□通讯员 宣燕军 报道
本报滨州讯 春节期间，滨州高新交警依法履职尽

责，在对客运车辆安全带、安全锤、灭火器等安全设施进
行检查的同时，对驾驶员是否疲劳驾驶、酒后驾驶及车辆
行李箱进行细致检查。同时，为驾驶员、乘客发放安全提
示，努力消除每辆客车安全隐患，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滨州高新：
春节期间严查客运车辆

节后要严防农村农用车载客



莱芜：
“安全大餐”

进重点厂企
□通讯员 张泽文 报道

◆2017年春节期间，

全省各级高速交警部门以

“防事故、保安全、保畅

通”为目标，超前谋划、

周密部署、主动作为、精

准施策，广大民警舍弃与

亲人团聚，坚守岗位，日

夜奋战，未发生长距离交

通滞留和一次死亡3人以

上的道路交通事故。

在保障辖区道路平安

畅通的同时，全省高速交

警立足服务民生，强化服

务意识，积极向困难群众

伸出援助之手，营造了欢

乐祥和的节日气氛，塑造

了山东高速交警的良好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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