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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交管部门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宣传活动亮点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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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淖尔市交警向学生发放宣传资料。

包头市交警给市民发放宣传资料。

赤峰市举行全国交通安全日专场文艺演出。

呼伦贝尔市全国交通安全日宣传活动现场。

乌兰察布市交警表演交通安全节目。

自治区公安厅交管局负责人与群众互动。

通辽市交警与群众亲密互动。

乌海市交警向群众讲解交通法规。

锡林郭勒盟交警在街头进行主题宣传。

兴安盟交警将交通安全节目搬上舞台。

鄂尔多斯市全国交通安全日宣传活动现场。

阿拉善盟交警现场解答群众疑问。

12 月 2 日是第 7 个“全国交通安
全日”，为进一步做好辖区冬季道路交
通安全工作，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
的切身利益，全区各级公安交管部门
围绕“细节关乎生命，安全文明出行”
宣传主题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
活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宣传日”社
会关注度稳步提升。

12 月 2 日上午，自治区公安厅交
管局局长金锐刚、交管局综合指挥处
处长孟世峰一行，参加了呼和浩特市
公安局交管支队在通达南站举办的第
7 个“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宣传现场
活动。活动中，金锐刚局长与文明交
通志愿者、乘客、司机乘务员、各类交
通参与者代表，通过现场咨询交通安
全知识、发放交通安全宣传单等进行
亲切互动，受到现场群众一致好评。

公安厅交管局联合美团外卖、滴
滴快车，通过央视新闻＋、今日头条、
新浪微博、一直播同步推出 12·2 主题
大直播；利用双微矩阵发布话题#内
蒙 古 交 通 违 法 曝 光 台 #，“ 内 蒙 古 交
警”微信公众号发布《2018 年内蒙古
第三批终生禁驾人员名单》，将 12·2
宣传融入群众，吸引群众广泛参与。

与此同时，全区各地交管部门以
大队为单位组织开展进学校、进运输
企业、进驾校、进客运场站、加油站、服
务区、收费站、少年宫及道路交通安全
教育基地开展互动式宣传。组织全区
新媒体矩阵形成“线上线下、同频共
振”的宣传阵营，开展警方、媒体、民
众、企业四方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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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全区冬季道路交通安全保卫工作，打好 2018 年道路交通安全收官
之战。自治区公安厅交管局按照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百日安全行动”工作部署

要求，结合我区目前开展的公安机关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行动，在源头控
制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交通事故频发势头，预防道路交通事故。行动期间，将

定期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曝光，加强宣传提示，揭示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
以下是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的终生禁驾人员名单。

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的终生禁驾人员名单（第一批）
曝 光 台曝 光 台

交 管 视 线交 管 视 线

日前，一辆红色大货车途经包头市
民族东路与阿拉坦汗大街路段时，被确
定为可疑车辆。高新区交管大队当即
利用路网侦控平台分析研判，确定该车
辆系伪造变造机动车车牌以躲避电子
眼抓拍。交管部门迅速追踪车辆落脚
点，并对当事人予以现金 10000 元、拘
留 20 天，一次性记满 12 分的处罚。像
这类依据大数据平台侦破的违法行为，
高新区今年已查处69起。

据了解，高新区共有“两客一危”、
校车、大型运输企业、危化企业、货运
企业等共计 70 家。为从源头上预防和
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高新区科
学布警，精细研判，抽调管理、宣传、机
关、业务部门民警与岗勤民警通力协
作，历时 5 个月，深入 70 家企业开展入
户摸底调查，共发现隐患 100 余处，主
要涉及车辆未年检、未报废等问题。
执法人员对存在重大道路交通安全隐
患的 9 家运输企业进行了重点约谈，分
级分类对“两客一危”重点运输企业、
货运企业、校车服务主要负责人、安全
管理人员进行集中约谈，发放《隐患整
改通知书》9 份。

为织密织牢“道路安全保障网”，高
新区交管大队利用大数据平台录入重点
监管车辆 907 台、驾驶员 1609 人，开具
录入证明 283 笔，排查安全隐患 88 次，
签订安全责任状120份。对存在安全隐
患的车辆、驾驶员所属企业下达整改通
知书 15 份，定期督导检查，切实发挥了

交管部门的监管责任，也督促企业履行
了主体责任，智慧交通为高新区交通管
理插上“隐形的翅膀”。

据统计，2015年，高新区辖区内共发
生交通事故15起、死亡16人；2016年发
生事故15起、死亡15人；2017年发生事
故12起、死亡12人；2018年以来，高新区
交通事故实现“零死亡”。

“路口”是城市路网的节点。“认
准一个灯，管住一条线。”今年以来，针
对群众反映强烈、容易致乱致堵致祸
的“三驾”“三乱”“两闯”突出违法行
为 ，高 新 区 交 管 大 队 以 十 字 路 口 为

“点”，以人流密集区和事故多发区为
“面”，持续开展“震慑”“猎鹰”“百日整
治”等系列专项整治行动，严管“七类
重点车辆”，严查“十类重点交通违法
行为”，做到见违必纠、纠违必处、处罚
必严；打造“情报制导+精准打击”新
模式，充分运用大数据分析平台和城
市路网侦控平台，根据市指挥中心推
送的重点监控车辆，深度挖掘数据资
源，研判生成有效情报，为一线警员精
准打击酒驾、失驾、假牌套牌车等严重
交通违法行为提供强大后台支撑，大
大提高了民警的战斗力和打击各类车
辆违法行为的能力，有效震慑了违法
者 。 截 至 目 前 ，共 分 析 涉 毒 车 辆 52
台，其他违法行为车辆 17 台，为交通
事故调阅视频和监控 20 起，抓获吸毒
人员 27 人。

截至 11 月 14 日，高新区交管部门

共计办理各类案件 166 起，其中，查获
无证驾驶 82起，行政拘留 75人；醉酒驾
驶 15 起，行政拘留 15 人；吊销驾驶证
14 人；饮酒 26 起。纠处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 83465 起⋯⋯高新区通过开展一
系列具有威慑力的整治行动，有效将交
通隐患扼杀在萌芽状态，使辖区百姓获
得更多的出行安全感。

包头市高新区交管部门以“服务
群众、服务大局”为基础，做好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工作的“主唱”，参与好相
关职能部门共同配合的“大合唱”，严
格听从上级部门的指挥，奏响道路安
全畅通的和谐乐章。

金荣 装 饰 建 材 城 是 包 头 市 的 建
材中心，其门口区间道“肠梗阻”是常
有的事。高新区交管大队在 2017 年
12 月 初 到 2018 年 2 月 期 间 ，由 主 要
领导带队，走进金荣装饰建材城附近
的居委会、商户、小区、街道开展 100
余次入户调查，现场“把脉问诊”，科
学研判、精准施策。通过科学规划车
道设置、增设停车位、规范停车标识、
提升道路硬件条件等有力措施，按照

“集中有序”原则引导车辆停放，彻底
解决了这一拥堵乱象。2018 年 8 月
1 日，金荣装饰建材城附近正式启用
监控抓拍，至此，多年困扰市民的历
史难题得到彻底解决，金荣装饰建材
城 区 间 道 秩 序 井 然 ，车 辆 通 行 不 再

“添堵”。
（贾婷婷）

如何应答事故预防这道题 包头高新区交管给出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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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0日，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公安
交警大队民警在辖区路段巡逻时，看到一
辆越野车悬挂的号牌不对劲，当即拦车检
查。该车驾驶员杨某迟迟不肯下车，一直

坐在车里打电话。民警网上查询比对，该
车号牌网上没有信息。经民警进一步询
问，驾驶员对自己为躲避流动测速电子设
备抓拍，私自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

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民 警 依 法 给 予 驾 驶 员 罚 款 5000

元、记 12 分，并行政拘留 7 天，暂扣机动
车的处罚。

拍 案 惊 奇拍 案 惊 奇

驾驶员用假车牌 扣 12 分罚款 5000 元

近日，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交警在城
区设卡进行夜间交通违法查处过程中，
发现一辆面包车在临近检查点停在非机
动车道上，驾驶人下车后转身要离开，执
勤交警赶忙上前将驾驶人拦下。

驾驶人马某谎称自己内急，要小便，
企图躲避酒精检测。闻到马某满身酒
气，民警要求马某必须先配合酒精检
测。经酒精呼吸式检测仪检测结果显
示，马某每 100 毫升血液酒精含量为 75

毫克，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最后，当地交管部门依据相关法律

规定，对马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
行为做出了罚款2000元，驾驶证记12分
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决定。

司机谎称要“方便” 实际原因是酒驾

11 月 19 日上午，自治区公安厅交
管局高速公路一支队呼和浩特大队执
勤民警在呼和浩特东收费站北广场对
过往车辆进行检查，在检查到一辆白色
越野车时，执勤民警要求驾驶员贺某某
出示驾驶证与行驶证，驾驶员贺某某表

示未随车携带驾驶证。
执勤民警通过驾驶员贺某某提供

的身份证号码进行查询，发现查询到
的信息头像与驾驶员并不一样，经过
执勤民警进一步询问后得知，驾驶员
贺某某因为吸毒，驾驶证被依法注销，

该行为已构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
驶机动车。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驾
驶员贺某某因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
驶机动车，被处以行政拘留 15 日，并处
罚款 2000 元的行政处罚。

瘾君子驾证被注销 驾车上路又被查处

11 月 13 日上午，乌海市海南区交
警大队民警对一辆运输危险化学品车
辆例行登记时，驾驶人始终不敢靠近。
这立即引起民警的高度警觉，随即要求
驾驶人出示有关证件和运输资质，驾驶
人靠近民警，一股酒味扑鼻而来。民警

对其进行酒精检测，结果为 77.84mg/
100ml，驾驶人张某某属饮酒后危险驾
驶危化品运输车辆。根据《道路交通安
全法》《内蒙古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
办法》的规定，给予张某某罚款5000元、
行政拘留 15 日、吊销驾驶证且 5 年内不

得申领的处罚。
原来，驾驶人张某某前一天晚上喝

了酒，早晨心存侥幸上了路。在民警登
记信息时本想保持距离，谁料还是被民
警识破。

（徐霞 王庆生 秦洁 刘泽）

酒后驾驶危化品车 险上加险受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