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冯 磊 吴荣欣
本报通讯员 郭振林

搭建警保联动指挥中心

东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积极打造交通事
故快处快赔便民服务平台，投资300余万元
建立警保联动指挥中心，构建交通事故接处
警“一键调度”工作机制，确保轻微交通事
故的快调度、快处理、快定损、快理赔。

针对接处警层级多、沟通难等问题，
东营交警支队与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对接，
改革“122”接处警模式，将支队指挥调度
中心升级为一级接警单位。对于符合快处
快赔条件的交通事故警情在不挂断的情况
下，将报警电话“一键托管”至警保联动
指挥中心，由专业的事故处理民警、保险
定损人员第一时间接手，有效提升接警效
率。

同时，警保联动指挥中心设置接警引
导、在线审核、在线认定、事故查询、视频
巡查、保险理赔、事故救援等7个岗位，推
出了“专席执守、即接即处、分类流转”新
模式，确保交警、保险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介
入，消除了当事人担心撤除现场后自身权益

无法得到保障的后顾之忧。公安交警、保险
公司、救援单位抽调业务骨干进驻大厅，全
面完善服务工作流程，确保了轻微交通事故
定责、定损、理赔工作的高效运行。

打造“网上一条龙”服务

东营交警支队借力“互联网+”，以实
现“快处快赔”为目标，全面打造公安“交
管12123”和“东营交警微信公众号”两大服
务品牌。在民警、辅警做好平台应用的同
时，将保险查勘员、理赔员纳入快处队伍，
并分别授予权限，确保事故信息及时推送给
保险公司。

针对现场下载、注册“交管12123”费时
或当事人不熟练、不愿用等问题，东营交警
支队借助微信覆盖面广、操作简单等优势，

研发了“东营交警微信公众号”事故快处快
赔模块，当事人只需微信关注“东营交
警”，并提供现场照片和手机号，其他工作
均由警保联动指挥中心的交警和保险公司后
台人员来完成，确保了交通事故信息的快上
传、快推送。

对于符合快处快赔条件的，由警保联动
指挥中心引导当事人使用“交管12123”或
“东营交警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处理，民
警第一时间在后台进行定责，并推送给保险
公司进行定损，当事人对定损无异议的，理
赔款即时到账，实现了当事人报警到民警处
理再到保险公司的“网上一条龙”服务，确
保了快调处、快理赔。对不适用或不愿意网
上快速处理的，引导当事人到道路交通事故
处理服务中心办理，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

做强“三大”引导平台

东营交警支队做强交警指挥调度中心接
警台、保险公司服务台、警保联动指挥中心
引导岗“三大”引导平台，努力提升群众对
新模式的信赖度，让群众共享创新带来的便
捷红利。借助“东营交通98 . 4”“两微一
端”等新媒体及“五进”宣传教育，扩大群
众知晓面。

该交警支队将中心城区400个智能视频
监控卡口接入警保联动指挥中心，民警通过
视频监控主动发现交通事故，及时通过交管
综合应用平台、警务云等途径，快速查询联系
方式并通知当事人。接到报警的，立即调看事
故现场附近的视频监控，固定现场证据，引导
当事人快速撤离现场，并通过“交管12123”及

“东营交警微信公众号”进行交通事故快处
快赔，减少车辆在路面上的停留时间。

当事人对事故责任、损害赔偿有争议
的，由警保联动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协调解
决，提供法律服务，减少了当事人之间的矛
盾、冲突。同时，对于通过线上处理的轻微
事故，涉及一般交通违法的不罚款、不记
分，大大节省了线下处理事故产生的误工
费、交通费，有力促进了新机制运行。

□ 本报记者 冯磊 吴荣欣
本报通讯员 曹杰 李娜

突出责任落实，

逐级制订方案

烟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度重视农村道
路交通事故预防工作，10月份以来，多次召
开会议通报秋冬季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部
署推进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行
动，要求科学研判，重拳整治，坚守底线。
烟台交警支队成立领导小组逐级制订行动方
案，层层细化目标责任。

为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烟台交
警支队成立12个督导组，每周至少开展2次
督导检查，发现问题，现场反馈，留存档
案，挂账销号。其间，共发现交通设施不
全、违法行为多发、占路贩卖苹果等问题隐
患135处，目前已完成整改112处。同时，加
大对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考核权
重，一天一排名、一天一通报，一级抓一
级、层层抓落实。

突出源头严防，

落实隐患整改

烟台交警支队加强与乡镇政府、村委

会、派出所联勤联动，依托乡镇交管站、农
村劝导站，发挥“两站两员”作用，对4 . 3
万辆农用三轮、四轮车、低速载货汽车、
拖拉机、面包车等重点车辆及驾驶人进村
入户摸底排查，落实“一车一档”“一人
一档”户籍化管理制度，将车辆和车主信
息全部录入农村交通安全管理信息系统，
与车主、驾驶人签订“安全文明驾驶”承
诺书2 . 9万份，严防隐患车辆违法上路。

全面排查梳理出农村道路建设不合理、
视距不良，平交路口标志标线、信号灯等安
全设施不全等问题423处。属于公安交警部
门职责的，建立台帐，落实整改责任、措施
和时限，完成整改94处，增设交通标志907
面、施划标线46万平方米；属于其他部门职
责的，及时向当地政府报告并抄送道路主管
部门，通过挂牌督办等措施，限期整改完
毕。

突出路面严管，

加强秩序整治

为最大限度将警力向农村地区延伸，烟
台交警支队采取弹性、错时、延时工作制，
紧盯午后、凌晨几个关键时间节点，以及农
忙、节假日、赶集、学生上下学、恶劣天气
等事故高发时段，加大对农村道路出入口、
县乡道路交叉口、集市道路等重点路段的管
控力度，加强道路秩序整治。派出执法小分
队，严格执行“六个严禁”：严禁“酒驾、
醉驾、毒驾”违法行为，严禁违法载人，严
禁非法营运，严禁违规拖拉机上路行驶，严
禁无牌、报废机动车上路行驶，严禁驾乘摩
托车不戴头盔上路行驶，用足暂扣、吊销、
拘留等处罚措施，形成严查严处声势。

同时，深入开展交通安全大劝导，严把
进出村镇的主要关口，劝阻“带病”车出村

上路。其间，共组织开展全市集中统一行动
13次，异地交叉执法6次，执法小分队专项
行动18次，全市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44 . 9万起，其中农村道路交通违法行为1 . 8
万起。全市共查处酒驾 7 2 1起、醉酒 1 5 4
起、涉牌涉证1300起、货运车辆、三轮车
违法载人2 1 8 0起、报废或逾期未检验9 1 0
起、农村面包车超员1 9 0起，暂扣机动车
3580辆，设立交通安全劝导站70余处，开
展集中劝导活动10次，劝导纠正交通违法行
为5000余起。

突出安全宣传，

加强警示教育

烟台交警支队积极开展进村入户普法宣
讲，编写《致广大农村驾驶员朋友的一封
信》，印刷明白纸10万余份，宣传海报1 . 6万
份，制作悬挂交通安全宣传横幅500条。利
用农村大集等时机，以果品交易市场等为重
点，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70余场。在全市
3000余个村创新使用“大喇叭”播报机制，
有针对性地提示农村驾驶人严禁超速、超
员、超载、违法载人，杜绝酒后驾驶、疲劳
驾驶，营造“活动内容天天有、安全提示每
日播”的宣传氛围。深化警媒协作，开展交
通安全服务果农专项直播活动，点击量达到
50万人次。

11月21日，经诸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交通安全劝导培
训，诸城市城区470名环卫工正式上岗，在环卫工作间隙
就近对身边的交通参与者进行文明交通劝导。目前，交
通秩序明显改善，进一步夯实了诸城文明创建工作，交
通安全劝导员也成为城区一张亮丽的名片。

□通讯员 员汤鹏 报道
本报长岛讯 为始终保持对酒后驾车严

重交通违法行为的严管态势，确保辖区道路
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2018年以来，长岛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结合长岛县委、县政府全
面提升道路交通环境实施意见要求，高点站
位、多措并举，深入扎实开展酒后驾驶违法
行为整治，截至11月底，该大队先后开展集
中整治行动45次，现场查处酒后驾车违法行
为59起，其中醉酒驾车19起。依法行政拘留9
人、刑事拘留7人，移送起诉15人、吊销驾
驶证16枚，专项整治取得较好成效。

为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12月12日，临清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积极组织民警深入车站开展“安全带大检查”宣传活动，民警通过向
广大乘客讲述事故案例、发送宣传材料，讲解发生交通事故时，不系安全带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劝导广大驾驶员、乘客客自觉系上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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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快处 道路快通 群众满意

东营力推轻微交通事故快处快赔

诸城470名环卫工

成交通安全劝导员

长岛交警
开展酒后驾驶
专项整治行动45次

◆东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紧盯“事故快处、道路快

通、群众满意”工作目标，多措并举，创新驱动，打造

警保联动共同体，构建“一网通办”新模式，强力推动

轻微事故快处快赔工作提档升级。目前，东营中心城区

快速处理轻微交通事故量占总事故量的70%以上。

□通讯员 周显江 报道

聚焦重点时段、重点路段、重点车辆

烟台交警筑牢农村交通安全防线
◆为进一步强化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今年10月

份以来，烟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聚焦重点时段、重点路

段、重点车辆，落实“六个严禁”，部署开展农村道路

交通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筑牢农村交通安全防

线，有力稳定了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

□通讯员 张雪 孙运涛 报道
本报莒南讯 近日，莒南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陆续设置

开放了11处暖心等候区，让办理业务的群众能在暖心等候
区避风取暖。

随着严寒天气的到来，该交警大队民警注意到前来办
事的群众等候时挨冻的问题，经研究决定，在前来办事群
众较多的交通事故处理、交通违法处理、车管所和8个乡
镇执勤中队建设11处暖心等候区，安装暖气或空调，放置
座椅、饮水机，设置读书角，为办事群众提供热水和消遣
书籍，同时，还放置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资料供群众学习借
鉴。

为确保暖心等候区正常开放，该大队明确只要有群
众等候，就必须开放，同时，还在大队成立了志愿者服
务队，负责暖心等候区的卫生和书籍、宣传教育资料等
的更换。

莒南交警
设置11处暖心等候区

嘉祥交警发放150万元基金

进行交通事故救助

近年来，嘉祥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积极开展道路交通
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工作，与县人民医院合作建立了道路
交通事故救助绿色通道，使交通事故受伤人员及其家庭
及时得到治疗和救助。今年以来，该大队已办理基金救
助43人，发放救助金150万元。图为该大队民警在受理事
故当事人的救助申请。

□通讯员 杨丽 毕文卿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为消除辖区重点道路安全隐患，预防道

路交通事故发生，12月12日，淄博市张店区交警大队出动
警力84人次，在湖罗路、淄河大道、原山大道、昌国路、
张南路5条交通安全严管路，开展了第一次大规模集中整
治行动——— “凌厉一号”严管整治行动。行动当晚，共查
获各类交通违法行为270余起，其中涉嫌醉驾7起、酒驾12
起、重型柴油货车超载26起、改装改型32起，深入推进交
通违法行为严管整治。

张店交警
严管整治交通违法行为

□通讯员 孟祥平 报道

□通讯员 范辉杰 报道
12月13日上午，烟台市港航公安局交警大队以第七个

“全国交通安全日”为契机，到芝罘湾港埠分公司开展以
“细节关乎生命、安全文明出行”为主题的交通安全宣传
活动。当日，该交警大队为芝罘湾公司一百余名专职、兼
职驾驶员进行了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培训。

□通讯员 张亚磊 报道
本报德州讯 12月12日，德州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在全市范围内首推“微
信挪车”便民服务。

微信挪车业务以微信为依托，通过二维
码的唯一性实现。车主将专属二维码贴在前

挡风玻璃上，如果需要挪车，其他司机只要
扫描二维码，就能通过自动转接系统接通车
主的手机，双方可以直接通话，商议挪车事
宜。即便车主暂时无法接听电话，也会收到
一条微信挪车信息提醒。二维码车贴可在全
国范围内使用，无需下载APP。市民如果有

需求，可直接到德州交警直属一大队填写车
牌号和手机号码，领取二维码车贴。

据悉，用二维码车贴代替传统的挪车
卡，可以保护车主的隐私，防止个人信息泄露
以及由此衍生的安全问题，而且可以让双方
司机直接沟通，省去过程中不必要的麻烦。

德州交警首推“微信挪车”服务

□通讯员 刘坤 报道
临清交警深入车站开展“安全带大检查”宣传

□通讯员 白芸 报道
本报昌邑讯 12月10日上午，昌邑市卜

庄镇毛家寨交通安全宣教站内，民警及村内
协管员正在组织四十多名村民观看交通事故
警示电影。据悉，该交通安全宣教站是昌邑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牵头建成的第五个交通安
全宣教基地。

农村地区一直是交通安全宣传工作的重
点，但由于地处偏远，日常宣教活动往往更
费时费力。为拓宽交通安全宣传渠道，改变
过去基层固定宣教阵地缺少的弊端，从今
年9月份开始，该大队就开始谋划，积极与围
子街道于郜社区、下营镇火道村、卜庄镇毛
家寨村、宏大农贸有限公司、外国语学校进
行联系筹备，民警“办实事、防事故，换
民安”的诚心得到了各单位的大力支持，
目前，五个交通安全宣教站已全部投入使
用。

昌邑五处
农村交通安全宣教站
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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