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冯 磊

10月份以来，山东公安交警部门在全省
部署“四场攻坚战”，出重拳加强道路查
控，共查检40余万过往车辆、106 . 8万人，查
处重点交通违法数量和现场查处交通违法数
量同比提升69 . 7%和221%，确保了全省道路
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落实交通安保措施

据省公安厅交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0
月份以来，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严格通道管
控，建立每日研判机制，上午开展工作调度
会，下午发布重点工作考评书，并制订了全
省交警系统四场攻坚战“十个一律”和规范
执法“五个严禁”，确保各项交通安保措施
落实落地。

我省全部省际交警执法站落实24小时勤
务制度，实行一级查控勤务模式。将一线警

力最大限度部署到主要道路，加大巡逻频次
和密度，严格落实车辆“逢车必查”查检措
施，切实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降到最低。

同时，我省启用了无人机、直升机进行
巡航，对高速易堵重点路段、交通违法突出
点段实施空中巡逻监控，全力确保了高速公
路安全畅通。10月份以来，全省共盘查过往
车辆40余万辆、人员106 . 8万人，查获违法犯
罪嫌疑人48名，仿真枪、管制刀具等违禁物
品563件。

紧盯重点违法行为

全省交警部门开展强力整治，以主要高
速公路、国省道、重点县乡道路为主战场，
以缉查布控系统会战为主题，部署开展了4
次全省范围集中统一行动，严查公路客车、
旅游客车凌晨2时至5时违规运行、涉牌涉证
等严重交通违法。统一行动期间，查处各类
交通违法71 . 8万余起，利用缉查布控系统查

处逾期未检验“两客一危一货”车辆69辆、
假牌套牌车辆39辆。

10月，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部署开展了
为期10天的全省酒驾集中治理统一行动，组
织3次全省夜查统一行动、62次市级夜查统
一行动，查处酒驾1 . 3万余起，同比提升
639%；醉驾903起，同比提升156%，有效净
化了道路通行秩序。

在全警上路缉查布控的同时，全省各级
公安交警部门加大主要交通通道安全隐患排
查力度，梳理出1562处交通安全隐患，全部
挂牌督办，督促限期整改。目前，已整改完
成1158处，整改率74 . 1%。

督导检查全覆盖

为了落实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片长、路
长、段长“三长”负责制，从8月份开始，
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派出17个包市驻点工作
组分赴全省各市开展驻点巡查工作，并协同

省公安厅派出的交叉检查组，进行全覆盖式
的督导检查。

据介绍，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严格实行
“日调度、周通报”制度，下发通报6期，
通报问题隐患48处，提出整改建议67条，并
约谈了成绩落后和问题突出的8个交警支
队。加大矛盾纠纷化解，努力把矛盾化解在
基层、把人员稳控在当地。10月份以来，全
省共化解交通管理矛盾纠纷61起，处理各类
信访问题12件。

为了更广泛地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工作。
全省各级公安交警机关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和
平台资源，多维度、多层次开展宣传和曝
光，全力开展宣传攻势战。

9月份以来，省公安厅交管局通报了开
展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四场攻坚战”情况，
发布国庆中秋节日期间“两公布一提示”，
曝光全省第五批终生禁驾人员113人、因吸
毒被注销驾驶证人员14人，曝光终生禁驾典
型案例5起，提升了警示教育效果。

□ 本报记者 冯 磊

近日，枣庄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突出重
点、集中发力，扎实开展为期10天的集中治
理酒驾统一行动，累计出动警力2410余人次，
查纠重点交通违法行为12297起，其中酒后驾
驶325起，9人因醉酒驾驶被追究刑事责任。

全面研判分析

落实督导责任
枣庄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依托交通管理

信息系统，进行全面研判分析，梳理酒驾醉
驾查处数据和酒驾交通事故多发路段时段，
全面掌握酒驾醉驾高发区域、高发时段、高
发路段，有针对性调整警力部署，有计划、
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展整治，确定3次全市
统一行动日，并在每次统一行动日前专门下
发通知进行针对性部署。

同时，该支队严格落实帮包督导责任
制，分兵把口，驻点工作，督促落实各项交
通管理措施。各区（市）公安交警部门分别

制订具体行动方案，细化任务，明确责任，
迅速掀起集中整治行动高潮。

注重显性用警

强化巡查巡控
为了将集中统一行动落实到实处，枣庄

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最大限度把警力和装备
压到路面、推上一线，严格落实片长、路
长、段长“三长”负责制，平均每天投入警
力5 0 0余人次，以交通事故多发路段为重
点，合理编排时间班次，最大限度增加巡逻
频率、密度。

同时，该支队实行错时执勤工作机制，
在落实日常勤务的基础上，积极落实夜间勤
务、早间勤务、午间勤务和周末勤务，打破
常规、弹性布警，实施针对性巡逻管控。组
织支队特勤大队、公路巡警大队对全市重点
道路分片包干，成立执法分队开展流动灵活
的路面检查。充分发挥智能交通系统和缉查
布控系统作用，认真开展网上巡逻、视频巡
查，动态掌握道路通行状况，及时调度处置

各类违法行为。

严密设点布控

严查重点违法
据介绍，枣庄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灵活

采取错时执勤、昼夜巡查、定点蹲守、分散
设卡等组织方式，依托全市23处交警执法
站，4处24小时执勤卡点，45处临时检查点，
依法从严从快打击各类违法行为。

城乡接合部以及广大农村地区由于警力
不足，难以全面覆盖，该支队坚持全面整治
和精准打击相结合，抽调精干力量组建执法
机动队、缉查组，向城乡接合部、农村地区
延伸，加大重点地区警力覆盖密度，扩大打
击范围。坚持常态整治与集中治理相结合，
在各区（市）自行组织整治行动的基础上，
组织全市统一行动3次，最大限度组织警力
参与整治，形成强大震慑。

行动期间，枣庄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积
极协调巡特警、治安、督察和派出所共同参
与整治，及时处置妨碍执行公务等违法犯罪

行为；同时视情邀请医疗机构参与集中行
动，对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嫌疑人现场抽血，
及时固定证据，提高查处效率。

广泛警示提示

加强宣传攻势
为了更广泛地推广拒绝酒驾的理念，枣

庄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组织警力深入饭店、
酒吧等涉酒场所开展宣传提示130余次，发
放拒绝酒驾倡议书，呼吁餐饮娱乐企业落实
酒驾劝诫提示责任。枣庄市公安局交巡警支
队充分运用电视、广播、报刊等传统媒体平
台，深度报道交警部门整治措施，24小时滚动
播放字幕提示；通过短信平台向驾驶人推送
拒绝酒后驾驶提示短信5万余条，并通过微信
微博平台每天发布针对性警示提示信息。

同时，结合宣传攻势战“大警示”“大
直播”行动，枣庄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集中
开展2次酒驾执法现场直播活动，邀请媒体
记者随警作战，以案说法，以理释法，提升
交警队伍执法权威性和公信力。

□ 曹杰 李娜

烟台交警执法不再仅限于纸质罚单，
一部手机就可将电子罚单发送到违法者的
手机上，并可以通过人脸识别系统自动筛
选出驾驶人信息。近日，烟台市交警支队
历时九个多月研究开发的“烟台市勤务管
理系统”正式投入使用，该系统改革了现
场执法工作模式，全面提升了交警实战化
水平，民警人手一部手机就可以解决所有
路面执勤问题。

在烟台市交警三大队所辖的港城西大

街与通世南路交叉口，民警王海英将一辆小
轿车拦下，因为驾驶员没有张贴强制保险标
志。王警官将手机拿了出来，打开烟台市勤
务管理系统。点开“现场执法”的界面，拍
下一张该车车牌号照片，通过系统比对，车
辆是否正常、是否有违法、车主信息等该车
所有信息随即反馈出来。

随后，司机将自己的驾驶证交给了王警
官，民警将该司机的证件号码输入手机内，
司机信息全部展现在眼前。民警对该司机的
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行了，你可以走了。”民警对司机

说：“这是我们新的执法系统，只要你的手
机畅通，我们会把电子罚单发送到你的手机
上，你在手机上就可以处理，不用再到交警
队或者银行去处理了。”

据了解，随着新执法系统的逐步推广，
民警现场执法的效率将提高30%以上，极大
地提高了用警效率。另外，若遇到驾驶人没
有携带驾驶证，只要民警拿着手机对当事人
拍照，将照片通过手机传入系统，五秒钟之
内，人脸识别系统会自动筛选出驾驶人信
息，准确率很高。“有了这些功能后，我们
工作的效率将大幅提高，驾驶人的身份一张

照片就能查清楚，也不需要来回落实驾驶人
的身份，高科技帮助我们大幅提高了执法能
力。”民警表示。

除了现场执法的功能外，民警每日的
执勤任务也会通过该系统由指挥中心自动
派发。如果民警巡逻途中遇到轻微交通事
故，也能够拍照上传系统快速处理现场。
同时，民警如遇到道路施工、交通设施损
坏、路面隐患等情况，全部都可以通过手
机拍照后实时上传到平台，让指挥中心快
速了解到路面情况，并能够快速解决问
题。

□通讯员 程建柱 马洪德 报道
本报阳信讯 近日，阳信公安局交警大队对辖区逾期

未检验、交通违法未处理的重点车辆、驾驶人分别列出隐
患清单，全面开展交通隐患“清零”活动。

该大队抽调专人对未“清零”重点运输企业四违车辆
打电话逐辆逐人通知，并告知当事人交警大队周末不休
息，正常上班办理一切业务，对当事人无法缴纳罚款的，
派专人协助当事人缴纳罚款。截至目前，共清理未“清
零”机动车3897辆次，协助缴纳罚款2056人次。针对208名
重点驾驶人、98辆逾期未检验重点车主电话拨打不通、46
封信件寄送失败、地址登记不详、信息记录模糊的情况，
该大队民警将相关信息予以梳理，分组深入驾驶人登记地
的单位、企业、村庄，摸排详细信息，并发放告知书，讲
解相关办事流程及法律责任，督促驾驶人尽快办理业务，
消除相关违法。

□通讯员 陆永文 姚聪聪 报道
本报临沂讯 为消除“两客一危”车辆自身存在的交

通安全隐患，提高驾驶人的交通安全意识，从源头上预防
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近日，临沂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河东
大队交警深入辖区奥德燃气有限公司、兴达危化品运输有
限公司、远航石化有限公司、河东汽车站等“两客一危”
企业进行了风险隐患大排查。

其间，民警对“两客一危”车辆和驾驶员档案进行了
仔细检查，并对客车轮胎、应急出口通道以及逃生锤、灭
火器配备、危化品运输车紧急切断装置安装、悬挂喷涂警
示标志情况，驾驶人驾驶资格、从业资格、交通违法和记
分情况，企业日常教育培训特别是应急处置、应急救援培
训情况，以及“两客一危”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安装、联
网、24小时动态监控等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对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进行登记并下发《整改通知书》，责令企业立即
整改，隐患未整改前，一律禁止上路行驶，切实将安全隐
患消除在萌芽之中。

□通讯员 张云梓 报道
本报滨州讯 为着力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全力确

保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10月5日至25日，滨州市
公安局沾化分局交警大队在全区开展酒驾集中治理统一行
动。其间，全区共开展夜查统一行动15次，查处酒后驾驶
交通违法行为187起，醉酒14起。

沾化区分局交警大队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和以往工作经
验，针对酒驾违法情况，提前研判辖区交通违法趋势，确
定集中行动的重点道路，找准薄弱地区和工作短板，科学
部署警力，确保午后、夜间、凌晨时段不失管、不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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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交警查检40余万过往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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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因醉驾被追究刑事责任

勤务管理系统投入使用

烟台：手机可以人脸识别开罚单

临沂河东交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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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交通隐患

沾化：15次统一行动
夜查酒驾
查获酒驾187起醉酒14起

□通讯员 颜文珠 程平 报道
连日来，菏泽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定陶大队开展交通安全整治严查活动，对“两客一危”、营转非大客车“逢车必查”，，对轿车、面包车

“逢疑必查”，紧盯重点车辆、隐患人员。行动期间，共查处“两客一危”、重型货车隐患车辆1200多辆，四类重点车辆检验率达99%，违法
处理率达98%。

□闫长春 报道
本报荣成讯 近日，荣成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在新

世纪广场对市区100余名外卖摩托车驾驶员进行交通安全
知识培训。

从事外卖的摩托车驾驶人为了抢时间送单，每天在车
流人群当中横冲直撞，见空就钻，交通安全意识淡薄，存
在极大交通安全隐患。为确保他们的行车安全，荣成市公
安局交警大队组织民警对市区从事美团外卖的摩托车驾驶
人进行交通安全知识培训。活动中，民警通过列举典型事
故案例讲解了摩托车随意变道、逆向行驶、闯红灯等几种
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及严重后果，并提醒要经常
对自己的摩托车进行安全性能检查，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
全。

荣成交警为外卖配送员
开展交通安全培训

□李荣新 报道
本报滨州讯 滨州市滨城区交警大队按照“群众下班

我上班，群众休息我在岗”的服务理念，在城区主要路
口、乡镇街道建设5个交通管理服务站点，将服务窗口延
伸到群众身边，搭建起警民“连心桥”。除工作日外，利
用节假日、双休日全天候为群众提供交通违法信息查询处
理，驾驶人和机动车的信息变更，办理临时通行证，开展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等业务。自去年以来，该交警大队平均
每天接待群众600余人次，处理非现场违法行为、办理车
驾管业务等17余万次，接受群众咨询和宣传讲解10万余
次。

滨城交警错时服务
宣传交通安全

□通讯员 张希文 报道
目前，兰陵县向城镇正值蔬菜收获季

节，针对农用车、三轮车运输流量增加的实
际情况，兰陵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交警深入村
庄、农贸市场及田间地头等进行交通安全广
泛宣传，提醒村民驾驶车辆勿忘交通安全，
切实做到守法、文明出行。图为10月27日，
交警向菜农发放宣传材料。

□通讯员 陈彬 报道
近日，博兴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给进驻当

地部分外卖平台的送餐人员上了一堂生动的
“交通安全课”，通过现场讲解、分析案例
等方式，提高外卖送餐人员交通安全意识，
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

□通讯员 魏军霞 报道
10月24日下午，济宁市公安局北湖交警大队民警走进

济宁聋童学校，为全校师生开展了一次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活动，从日常参与交通行为的行走、骑车、乘车等三个方
面开展安全知识普及教育，增强特殊儿童的交通安全意识
和自我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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