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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童中涵 通讯员 胡忠国

本报讯 近期，“鬼火”摩托
车夜晚再次出没，邵阳交警根据
省市安保维稳“百日会战”的工作
要求果断出击。10月11日晚，在大
祥区查处无牌无证、非法改装摩
托车 23 台，其中“鬼火”摩托车 7
台，行政拘留3人，“浇灭”了这一
把把在夜色中超速飙车、噪音扰
民的“鬼火”。

11 日 21 时 20 分许，正在宝
庆西路二纺机门口巡逻的大祥
交警大队民警陈佳忽然听到一
阵摩托车的轰鸣声，循声查找时
发现，在离巡逻点约200米前方，
一台摩托车正闪着彩灯，发出刺
耳的噪音疾驶而来。陈佳与同事

们立即调转车头，观察车辆的走
向。摩托车在南门口十字路口右
转进入西湖路，在车流中左右穿
插，随意变道，给沿途车辆带来
极大的安全风险。当摩托车行驶
到汽车南站十字路口等候信号
灯时，紧随其后的民警将其控
制。经检查，驾驶员黄某没有摩
托车驾驶证，其驾驶的摩托车也
没有行驶证和投保交强险，是台
无牌、无证、无保险的“三无”车
辆。黄某因无证驾车被依法行政
拘留，摩托车被暂扣。

当日21时30分许，红鹰特骑
队二中队长刘旺军在学院路巡
逻，突然一台摩托车从车旁疾驰
而过。在跟进时发现，摩托车驶入
了一条小巷子后，停靠在一夜宵

店旁，车主下车进到了店内。民警
下车查获了该车，并将驾驶员带
回大队调查。经查，驾驶员周某是
某学院的学生，没有取得摩托车
驾驶证，周某所驾驶的车辆也是
一台无牌、无证、无保险的“三无”
车辆。据周某反映，他的车辆是从
网上花了 1500 元买的。目前该案
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

行动中，邵阳交警根据路面
巡逻、群众举报等信息线索和以
往“鬼火”整治的工作经验，将行
动分成查缉、处置等多个小组，合
理设置查缉点和行动时间段。此
次行动邵阳交警以大中专院校周
边、娱乐场所较集中的路段为重
点，加大了对“鬼火”摩托车的打
击力度，确保了道路交通安全。

浇灭夜色中疾驰的浇灭夜色中疾驰的““鬼火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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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陈奇 伍先安

本报讯 10月11日，一
场别开生面的交通安全教育
课正在市区人民广场进行。
双清交警大队民警与红鹰特
骑队员把“文明交通小天使、
文明出行我先行”的交通安

全宣传教育课从校园搬到城
市交通路口，双清区东塔小
学200多名学生用实地体验
的方式学习交通法律法规和
文明出行常识，效果良好。

东塔小学位于城市中心
地段，学生上学与放学须经过
多处交叉路口，人身安全让老
师和家长担忧。为确保学生

安全出行，双清交警大队每年
投入大量警力开展护学行
动。国庆假期刚结束，双清交
警大队民警结合学校周边道
路复杂的交通环境和学生日
常出行的特点，围绕“安全行
走、安全骑车、安全乘车”展开
宣讲活动，讲解文明交通常识
和交通安全知识，告诉学生识
别交通标志。为使安全教育
收到实效，交警把课堂搬到路
口，在复杂的道路交通现场，
用鲜活的交通事故案例告诫
学生不随意横穿道路，不跨越
道路隔离护栏，不逆向骑车，
不在路面追逐玩耍。民警在
车流交织的道路现场告诫学
生：过街要遵守交通信号、走
人行横道、地下通道或走天
桥。为了让学生熟知简单的
交通指挥手势，双清交警大队
红鹰特骑队员组织各班级学
生，现场进行交通指挥手势教
学演示，教育大家在出行时服
从交警指挥。

通过交通安全现场教学
体验，学生们头戴“文明交通
志愿者”小红帽，手持“文明
礼让为你点赞”指示牌，进入
各路口劝导行人遵守交通法
规，引导安全文明过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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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伍先安 李娜

本报讯 近日，邵东交警
大队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一辆
衡阳牌照的校车在邵东县水东
江镇境内接送学生。大队在接
到群众举报后，立即部署警力
在相关路段进行査纠。在连续
几天无果后，终于在10月12日
清晨查获了这辆衡阳牌照的违
法校车。

当天早上 6 时许，大队四
中队民警蹲守在校车经常出现
的路口。大约 7 时许，一辆车
牌为湘DA××96的校车向执
勤民警驶来，民警立即示意该

车向路边停靠接受检查。经
查，该校车隶属于衡阳金兰镇
的一所幼儿园，专门用于接送
幼儿园学生上学、放学。校车
内乘坐十余名学生，但该校车
标牌上注明的行驶线路并未载
明该路段，属“未按规定路线行
驶”的交通违法行为。驾驶员
黄某称因水东江镇与金兰镇相
邻，遂冒险接送水东江镇这几
名学生，没想到被邵东交警查
获。执勤民警对该校车驾驶员
黄某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依法
对其进行了处罚。目前，该案
件已被移交至水东江镇运管所
作进一步处理。

布控查处违法校车

通讯员 伍先安 李娜

本报讯 10月10日，邵东
县交警大队三中队在辖区开展
摩托车整治行动时，驾驶员朱
某中因无证驾驶被查获。令人
意外的是，驾驶员是一名网上
追逃人员。

当日上午9时许，大队民警
在金龙大道与建设路交叉口开
展摩托车整治行动时，一名男子
驾驶一辆女式摩托车被执勤民

警拦下。在检查的过程中驾驶
员自称朱某中，并承认自己系无
证驾驶。经民警网上查询比对
发现，驾驶员朱某中是一名网上
追逃人员，执勤民警立即采取措
施将其控制，带回大队。

经核查，驾驶员朱某中因
无故拖欠员工工资于2017年6
月被邵东县公安局以侵占罪列
为刑拘在逃人员。目前，朱某
中已被移交至邵东县公安局作
进一步处理。

路查“揪”出网上逃犯

记者 童中涵 通讯员 胡忠国

本报讯 自 10 月 10 日集中
开展打击交通肇事逃逸违法犯罪

“百日行动”以来，大祥交警大队
及时查破4起造成人员受伤的交
通肇事逃逸案。

为进一步加大对交通肇事逃逸
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大祥交警
大队认真落实省市安保维稳“百日会
战”部署要求，决定自2018年10月10
日至2019年1月20日组织开展集中

打击交通肇事逃逸违法犯罪百日行
动，全力侦破交通肇事逃逸案件。

10月6日20时许，雨溪社区发
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行人阮某被车
辆撞伤，肇事车辆逃逸。接到报警
后，大祥交警大队事故侦逃民警立
即赶赴现场勘查。到达现场后民警
发现，事故现场没有任何可利用的
遗留证据，民警通过调取周边监
控，发现湘E0××18小型轿车有
肇事逃逸的嫌疑。经查询，该车车
主叫唐某峰，民警于 10 月 10 日 9

时许电话联系了唐某峰，当日 14
时30分唐某峰到大队投案。唐某
峰受到刑事拘留10天，驾照记12
分，罚款2000元的处理。

据悉，下阶段大祥交警将继
续从严打击交通肇事逃逸违法犯
罪，并形成高压震慑态势。在行动
期间，对交通肇事逃逸责任人，交
警部门将一律顶格处罚。属行政
案件的，一律行政拘留，计12分，
罚款2000元；属刑事案件的，一律
刑事拘留，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大祥交警“百日行动”战果丰

记者 童中涵

通讯员 刘恒斌 伍先安

本报讯 10月8日，市交警
支队围绕主题党日活动内容，举
办道德讲堂，邀请邵阳学院唐光
怀教授作《文明之风与人民情
怀》专题讲座，支队党委成员与
支队民警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宣讲中，唐光怀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下的思想道
德教育与文明风尚养成和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宗旨两方面进行阐述。通
过大量典型事例倡导诚信，遵
循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和市民行
为准则，发扬尊老爱幼的传统
美德，普及“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服务理念，广泛开
展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活动。
同时，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
髓，关注人民群众最直接和现
实的利益问题，牢固树立宗旨
意识。从本身行业角度立足，
从邵阳群众最关切的热点、难
点问题着手，改进工作作风，创
新社会管理，切实增强人民群
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满意度。

开办道德讲堂 增强服务意识

●邵阳交警政治建警

为助力邵阳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市交警支队组织大祥、双
清、北塔交警大队全体民警、辅警，通过整治交通违法、倡导交通
文明，在邵阳城区集中开展文明交通创建活动。图为10月11
日，北塔交警在江北广场开展交通安全检查。 伍先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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