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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中涵 伍先安

4月12日，市交警支队发布的消
息显示：全市交警部门联合多部门执
法，实现整治全覆盖，严管重罚强化
源头管理，在“农村道路交通秩序百
日集中整治”行动中共出动警力
11560人次，查处交通违法35687起，
其中现场执法5937起。

根据上级统一部署，市交警支队
于4月1日起在全市围绕“重点道路、
重点时段、重点车辆、重点违法”，重
拳出击开展“农村道路交通秩序百日
集中整治”行动。期间共查处车辆超
速4380起，超员66起，超载156起，酒
驾55起，醉驾5起，毒驾2起，行政拘
留36人，刑事拘留7人，农村道路交
通安全环境得到进一步净化。

多方联动实现整治全覆盖

为营造农村交通违法行为严管
重罚的高压整治氛围，市交警支队联
合交通、运管、农机等监管部门，深入
农村道路事故多发点及危险路段开
展专项整治行动。市交警支队以农
村地段国省道、县乡道为主，针对摩

托车、短途客车、微型面包车、校车、
低速载货汽车“五小车辆”违法行为
突出，极易发生交通事故的特点，严
查未戴头盔、超员载客、违法载人、人
货混装、无牌无证、酒后驾驶、醉酒驾
驶等严重违法行为。

4 月 4 日，北塔区交通、安监、路
政、农机等部门与交警联合执法，对
农用车及短途客运车辆进行了检查，
共查处客运车辆超员2起。其中，驾
驶员孙某驾驶中型普通客车，核载19
人实载39人，超员率达100%。目前，
孙某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4 月 10 日、11 日，大祥交警联合
罗市镇政府、辖区派出所和“两站两
员”人员，以镇街面十字路口为主战
场，全面开展摩托车驾乘人员不佩戴
安全头盔、无牌无证无保险、酒驾、逾
期未年检、违规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
集中整治行动，共查获摩托车违法行
为16起，行政拘留10人。

严管重罚，紧盯源头防事故

为进一步强化缺陷车辆源头管
控，我市交警部门对“非法改装拼装
的三轮车、超标电动车两轮车、三轮

车、四轮车”等不符合国家规定的非
法车辆、问题车辆、缺陷车辆，严格
执行国家标准，坚决予以查扣，强
制报废。

各县市区交警大队会同当地教
育、交通运输、安监等部门开展安全
检查，全面了解校车安全管理工作落
实情况，对所有校车及校车驾驶人的
交通违法行为，按照交通违法“清零”
的要求，责令其限期处理到位。通过
百日集中行动，形成了农村道路交通
违法行为的常态化稳固管控机制，力
争实现邵阳辖区2018年不发生重大
以上道路交通事故、道路交通事故主
要指数同比下降15%的工作目标，全
力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交警部门宣传民警联合辖区政
府等有关部门，对今年以来农村道路
交通安全形势以及各类交通事故形成
的主要成因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以“微
直播”、宣传橱窗、流动宣传车、“农村
大喇叭”为平台，开展“宣传资料进千
家 公益电影进万户”等活动，加深群
众对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理解，切实
增强他们的交通安全意识、法制意识
和文明出行的自觉性。

多方联动全覆盖多方联动全覆盖
严管重罚堵源头严管重罚堵源头

我市农村道路交通秩序整治行动初见成效
童中涵 朱 丹

本报讯 4 月 4 日下
午，彭先生路过新邵县新田
铺镇政府门口时，他发现一
名交警推着轮椅帮一位老
人过马路，于是拍照发到朋
友圈，没想到引发大家的点
赞和转发。

彭先生在朋友圈写道：
为这位憨憨的帅气交警同
志点赞。网友纷纷评论：这
位憨憨的帅气交警叫什
么？请大声喊出来。这位
帅气的交警真是“暖男”呀！

记者从市交警支队获
悉，网友们口中的这位暖男
是新邵交警大队的廖碧
成。当天他正在新田铺镇
政府门口疏导交通。当看
到一老人坐在轮椅车上，
独自一人正在拥堵的车道
里穿行，因人多车多，无法
横过道路，很是危险。他
立即跑上前去，帮助老人
推着轮椅护送至安全区
域，并叮嘱老人注意安全
后才返回岗位执勤。这一
幕恰被当时路过的司机彭
先生拍了下来。

推着轮椅帮一位老人过马路

“暖男”交警赢得点赞

童中涵 胡忠国

本报讯 4 月 11 日 15
时许，大祥交警在市区宝庆
西路湘印机菜市场门口又
查获了一辆加装动力的三
轮改装车。4月份以来，该
大队先后暂扣三轮车并拆
卸动力装置 10 余辆次，处
罚人力三轮车违法行为30
余起。

近期，大祥交警大队民
警发现，在辖区的菜市场、
货运市场等场所，贩卖瓜
果、蔬菜和运送货物的改装
三轮车有抬头的迹象，给
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
据民警介绍，人力三轮车
安装动力装置之后，会给
车辆的制动性能、稳定性、
安全性带来重大影响，给
驾驶员和他人都带来潜在
的安全危险，极易引发道
路交通事故。

大祥交警大队加大了
整治力度，并采取“巡守结
合、点线结合、动静结合”的
勤务模式，在辖区湘印机、
南门口等人力三轮车较为
集中的区域和重点时段，本
着“发现一辆、查处一辆、拆
除一辆”的原则，严厉查处
人力三轮车加装动力装置
等交通违法行为。同时，大
祥交警大队要求民警在查
纠过程中，通过事故案例的
形式耐心劝导说教，以理服
人，文明执法。

下一步，大祥交警大队
还将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沟通协作，加强对违法销
售、改装动车装置窝点的源
头治理。交警提醒广大市
民，三轮车非法加装动力装
置存在安全隐患，一旦发生
事故，难以得到赔偿，所以
要自觉抵制，不乘坐非法加
装电瓶的三轮车。

三轮车私加动力装置存隐患
大祥交警严肃执法，发现后予以查处拆除

童中涵 曾梅妮 宋丹

本报讯 4 月 13 日上
午8时许，双清交警大队联
合当地政府、运管、安监及
当地派出所在高崇山开展
农村道路交通违法的联合
整治，这是双清区多部门联
动开展“农村道路交通秩序
百日集中整治”，形成合力
齐抓共管农村道路交通违
法行为的一个缩影。

行动当天，双清交警大
队出动警力 50 人，警车 10
辆，共查处违法车辆15台，
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40 起。
其中无证驾驶5起，酒后驾
驶1起，拘留3人。

双清交警大队严密部
署“农村道路交通秩序百日

集中整治”行动，以中队为
单位，在辖区城乡接合部和
农村道路针对摩托车、面包
车、农用车交通违法持续开
展整治。为将整治行动落
到实处，该大队严把进出村
关口，深入城乡接合部、农
村集市等摩托车、面包车出
行率高的重点区域，针对婚
丧嫁娶、农村庙会、赶集、赶
圩、民俗活动等重点时段，
开展集中整治行动。同时，
双清交警大队组织民警深
入辖区开展农村道路事故
多发点及危险路段进行排
查，联合交通、运管等监管
部门及当地乡政府、派出所
开展专项行动，营造了辖区
农村交通违法行为严管重
罚的高压整治氛围。

双清交警紧盯“关口”集中整治

罗 敏

本报讯 “你好，有人在六都寨
交警中队停车场内准备盗窃被扣
押的摩托车 ，我要报警！”4 月 10
日，隆回县六都寨交警中队民警接
到举报，成功将盗窃摩托车嫌疑人
谭某抓获。

当天早晨6时许，六都寨交警中
队民警接到“有人在中队停车场内盗

窃被扣押的摩托车”的报警后，六都
寨中队肖显华与刘国跃迅速赶往距
离中队100米处的停车场。此时，盗
窃嫌疑人谭某正在撬院内摩托车。
民警见状，立即跑上前将谭某抓获。

据谭某交代，当天上午，他路过
六都寨交警中队时，发现里面停有许
多被扣押的摩托车，遂起盗窃之心。
左右张望发现无人注意后，便准备拿
工具实施盗窃，没想到被赶来的民警

逮了个正着。
随后，六都寨中队肖显华与刘国

跃将谭某移交给六都寨派出所。经
询问，谭某对此次盗窃摩托车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同时交代了 2018
年 4 月 5 日、4 月 9 日先后在凌晨潜
入六都寨李某、七江肖某家实施盗窃
的犯罪事实。

目前，谭某已被刑事拘留，该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在交警停车场偷车，太疯狂
六都寨民警将嫌犯当场擒获

4 月 11
日，北塔交
警大队在西
湖北路高撑
小学路段开
展农村道路
交通整治行
动，当天共
查扣无证、
无保险摩托
车 10 辆，查
处不戴安全
帽和无证驾
驶摩托车违
法 行 为 20
余起。

童中涵
邓和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