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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阳交警精耕细作改善辖区道路交通秩序

【迎国庆】济阳交警“白+黑”“5+2”
全力确保辖区道路交通安全

交警大队：加大整治力度 维护交通秩序
济阳交警全力应对开学季

保障学校周边道路交通安全

为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我区道路
交通秩序安全形势稳定。9月3日清晨
5时30分，济阳交警在全区开展专项行
动，严厉打击道路违法行为，加大重点
时段违法整治力度，结合辖区实际，认
真总结分析研判，划定重点时段路段，
科学用警，严密防范群死群伤事故发
生，以常态化查处机制保障道路交通安
全。

清晨两小时集中整治中，济阳交警
全员出动，设点、设卡，对辖区国省道及
农村公路面包车超员超载、二轮摩托无
牌无证、违规载货、车辆逾期未检验等
违法行为进行严打、严查，绝不放过任
何可疑车辆。

9 月 3 日清晨 5 时 50 分，济阳交警
在“五时行动”巡逻时，发现一辆可疑面
包车，该车远看去车身沉重、行驶缓慢，
执勤交警第一时间将其拦下对车辆进

行检查。原本核
载7人的面包车，
竟然乘坐了 9 名
成年人。随后，
执勤交警对驾驶
员及乘客进行了
交通安全教育，
指出车辆超员的
危 险 性 和 危 害
性，教育他们遵
守交通法规、拒
绝驾驶和乘坐超
员 车 辆 。 按 照

《道路交通安全
法》相关规定，对
驾驶员处以罚款 200 元、驾驶证记 6 分
的处罚，并对车上乘客进行转运。

9 月 3 日 5 时 30 分至 7 时 30 分，清
晨两小时整治中，济阳交警单位负责人
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两小时共查处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 54 起。其中：超员 2
起、逆行1起、逾期未年检3起、无牌无
证2起、违法停车26起，其它违法行为
20起。

迎接新中国成立七十周
年，济阳交警“白+黑”“5+2”
全力确保辖区道路交通安
全。

为确保辖区道路交通安
全形势持续平稳，积极营造
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
环境，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人
民群众财产安全，济阳交警
常态化开展违法整治，切实
维护辖区良好的道路交通秩
序，全力保障广大群众安全

出行。
清晨 5 时，他们整装待

发。5 点 30 分，他们来到行
动地点，开展国省道、农村公
路严重违法查处行动，划定
重点路段，科学用警，严厉打
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早 7 时，他们依旧在马
路中穿梭，他们分散在济阳
各个道路，他们绝不放过任
何一辆可疑车辆，他们的目
的只有一个，保障道路交通

安全，预防道路交通事故。
上午 9 时，常态化违停

治理，集中在辖区开展违法
停车治理，规范辖区停车秩
序，加大巡逻劝导，减少乱停
乱放，确保辖区道路交通秩
序稳定。

13 时酒驾查处，加强城
区、农村道路交通管控，延长

“酒驾”“醉驾”整治时间，保
持违法打击时段全覆盖，全
力保障辖区道路交通安全。

20 时 酒 驾 查 处 ，夜 查
“酒驾”“醉驾”不放松，结合
辖区查处规律，设点、设卡，
对“繁华”“冷门”路段加强查
控，保持常态化查处机制，全
力确保夜间道路交通安全。

86400 秒，1440 分钟，24
小时。全力确保辖区道路交
通安全，昼夜轮回，不变的是
坚守和执着，战高温、斗酷
暑，用忠诚和担当，挥汗如
雨、保驾护航。

为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
作，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营造良好的
道路交通环境，济阳交警集中开展
交通秩序治理，采取了一系列创新
措施，规范交通秩序、消除安全隐
患，推进城区道路交通持续改善，取
得了卓越成效，全面提升城市功能
品质。

1. 守护路口“文明”
自5月起，济阳交警招聘保安服

务，保安队员身穿黄色马甲，在城区
主干道路口劝导行人与非机动车交
通违法行为。对行人闯红灯、路口
不走斑马线、进路口前走机动车道、
翻越护栏、在机动车调头口横穿马
路；对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越线、
走机动车道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文
明劝导。自7月起，区政府组织开展
周末志愿活动，每周六济阳交警牵
头组织文明志愿者身着红色马甲，
在路口开展交通劝导活动。

2.增设特色智能系统
济阳交警在城区主要路段安装

“重点区域智能管控系统”（人行横
道行人闯红灯智能抓拍系统），包括
语音提示、闯红灯抓拍、和逆行抓
拍。雷达和检测到行人、电动车闯
红灯后，扬声器会自动发出“行人闯
红灯，警告！警告！请退后”的语音
提示。自动抓拍，人像检测仪会在
大屏幕显示闯红灯的高清人像。通
过语音喊话提示，被曝光者自觉纠
正交通陋习。

3.规范停车秩序
济阳交警将城区划分为六片区

域，辖区各个中队负责一片区域，加
强路面巡逻管控。禁停道路一律不
允许停车，泊位停车必须顺向规范，
否则一律处罚；所有路口都设置了

“禁停”或“泊位停车”的标志，每天
常态化安排警力开展路面巡查，从
严查处不按规定停放的机动车。并

开展视频巡查，对影响交通秩序的
乱停放机动车抓拍取证，审核上传
进行处罚。

截至目前，济阳交警在辖区停
车位原有基础上增设2300多个，总
数为4000多个，合理解决停车难问
题。

4.增设交通安全设施
随着道路上的车辆越来越多，行

驶车流量的增加，对标示标线的损耗
明显加大，而标志标线的不清晰往往
会妨碍驾驶员的安全驾驶。为清除
这一安全隐患，济阳交警不间断对城
区道路中心双实线、中心虚线、人行
横道线等进行了翻新。加强交通安
全设施建设，大力开展交通秩序治
理。目前，已施划道路交通标线8万
余平方米，并安排专人对交通标志进
行排查，查处废旧交通标志标牌80
块，维护交通标志标牌60块，新安装
交通标志标牌50块。

又是一年开学季，校园周边道路
交通压力剧增，为切实保障广大师生
及学生家长出行安全，有效预防道路
交通事故的发生，努力营造良好的道
路交通环境，济阳交警开启护学“第一
站”。

8 月 31 日上午，为保证新学期开
学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清早七点半
济阳交警领导协同值班民警、辅警来
到学校周边开展交通疏导工作，全员
上路疏导交通。

8月31日至9月2日开学期间，城
区车流量激增给道路交通造成极大的
压力，为此，济阳交警提前对城区道路
状况进行分析并做出机动车流量科学
预测，适当调整勤务部署，当天早上7
点，执勤民警、辅警对学校周边路段进
行巡查，对来往车辆进行疏导，指挥护
送学生车辆有序停放。

“你好同志，学校门口禁止停车，
请尽快将车辆驶离学校路段，谢谢配
合！”、“等等师傅，先让行人通过”执
勤民警一边指挥车辆停车让行、一边
疏导交通引导车辆安全停放，避免道
路拥堵发生险情。

9月1日8时许，纬一路（十中、竞
业园）路段已经挤满了前来送学生的
小型汽车、三轮车、电动车、行人，道路
两边停满了学生家长的车辆，给道路
交通带来压力，严重影响辖区群众正
常出行，存在安全隐患。

为积极应对学校周边路段车辆剧
增带来的交通压力，维护交通秩序，济
阳交警早早到岗到位，疏导交通、纠正
违法，他们在各自的分包路段，各执其
责，尽职尽责，全力加强护学岗力度，
确保辖区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畅
通、有序。

车内“固定”视线盲区
一、车头盲区
当有儿童在车头盲区蹲下停留、玩

耍时，在驾驶室内无法看到，很容易造
成意外事故。需要注意的是，SUV车身
比小汽车更大，车头也比小汽车高，因
此遮挡面积和盲区更大，驾驶人要格外
留意。

二、A柱遮挡形成的盲区
通常情况下，左侧A柱遮挡形成的

盲区较小，右侧的盲区更多更大。此
外，右侧还有一处靠近车身旁边、从后
视镜往车头延伸的盲区。行车时驾驶
人要做到经常“左看右看”。

三、车尾盲区
后备箱向后的区域属于车尾盲

区。虽然多数车辆都装有倒车雷达或
者倒车影像，但是雷达也有扫不到的角

落（比如车底），而且有时会误判，因此
不能过分依赖电子辅助设备。上车前
要在车辆周围走一圈，观察好地形和障
碍物，倒车时内外后视镜都要记得看。

四、大车内轮差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大型车辆（如

大货车、挂车、大客车等）在转弯时由于
“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内前轮转弯半径
与内后轮转弯半径的差）较大，会形成
一个致命的“转弯盲区”。因此，路上遇
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的横向距
离，以防其突然转弯将自己卷入车底。

车外“移动”视线盲区
一、旁边车辆挡住视线
车辆停在人行横道前，有时候会被

旁边的大型车辆挡住侧方视线进而形
成盲区，使得驾驶人无法了解人行横道
上的情况。此时如果贸然启动车辆，容

易误伤人行横道上的行人。因此，要注
意观察其他车辆的情况，在确认安全后
再启动车辆通过人行横道。

二、大型车辆挡住红绿灯
大货车、公交车等大型车辆车身庞

大，使得尾随其后的小汽车驾驶人根本
看不到头上的红绿灯，形成视觉盲区，
小汽车容易随着大型车辆误闯红灯。
因此，在接近路口时，要坚持“宁慢一
分，不抢一秒”的原则，待看清楚信号灯
之后再安全通过。

三、路侧障碍挡住视线
驾驶人的视线容易受到公路线形、

路旁物体（建筑物、植物、车辆等）的阻
挡，形成盲区。因此，要特别留意障碍
物附近的情况，注意减慢车速，时刻保
持高度警惕。

盲区还分内外？常见汽车盲区盘点

扫黑除恶工作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之基，
是社会长治久安之道。

区扫黑办：84238016 纪 委：84232656 公安局：85088300 检察院：85037355 法院：81171096 司法局：84220148

强化卫生意识
巩固创卫成果
营造美好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