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黄赟 通讯员王敬雄 黄
政 马灿媚）10 月 11 日上午，记者从琼海公
安局交警大队获悉，琼海交警对节后的交
通违法行为再度出手，多措施零容忍增强
打击力。琼海交警表示立即启动在辖区开
展货车“三超”(即超载、超限、超速)整治，
已约谈辖区 2 家交通运输单位。

据交警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10 月 9 日
11 时 20 分许，大队执勤人员巡逻至兴海路
加油站处时，发现前方一辆车牌号为琼
ASE261 的仓栅式货车运载着超高 1.2 米、超
长 2 米的铁制物品，且后车门未关，便迅速
示意该车驾驶人停车靠边接受检查。经仔
细检查车辆和驾驶人孙某所持相关证件后，
执勤人员对驾驶人孙某进行批评教育，告知
其货车运载物品超高、超长给行车带来的危
险性，并将依法对其进行处罚。然而孙某不
停地纠缠执勤人员，请求“网开一面”。执勤
人员对其无理要求严词拒绝，多次批评孙某
的言行，孙某却置若罔闻，继续纠缠要求“私
了”，执勤人员不为所动，继续对该车违法行
为进行拍照取证和开具处罚决定书。谁知
孙某见求情不成，竟然趁着执勤人员忙着取
证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将 100 元塞进巡逻摩
托车后备箱里，恰巧执勤人员回头发现其所

作所为。执勤人员严厉地教育驾驶人孙某，
并将 100 元还给孙某，按照《道路交通安全
法》相关规定对其载货超高超长、后车厢未
关、安全设施不全违法行为处以罚款 230
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

10 月 10 日 15 时，琼海市交管大队约谈
2 家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要求企业经营者
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执行更高的安全
标准，全面排查车辆、驾驶人资质情况，消
除存在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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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交警对违法超载车主孙某进行处罚琼海交警对违法超载车主孙某进行处罚

交警查处违章行车交警查处违章行车

本报讯（记者舒耀剑）为全面做好道路
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遏制危险化学品车及大
型运输车辆交通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定安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日前按照省
交警总队工作部署和要求，推进危化品车及
各类大型运输车辆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行动，
确保道路交通安全。

据了解，该大队深入辖区危化品运输

企业、矿业公司，不断加大排查力度，切实
做好源头管控不放松；组织企业负责人召
开安全工作会，加强安全警示教育，通报目
前大型汽车重特大交通事故和深刻剖析危
化品运输相关典型事故案例，进一步增强
驾驶人安全责任意识；认真检查企业危化
品车辆安全隐患，严查 GPS 监控、配备押运
员、装载查验、登记等制度，严把“制度关”；

检查督促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主
管部门监管责任，对不落实安全管理职能
的企业责令立即改正，确保危化品车及大
型运输车辆交通安全。

该大队还严格按照“严查、严纠、严罚、
严处”的“四严”方针，组织警力在主要路段
路口、国道、省道进行检查，加强危化品车及
大型运输车辆的检查力度，严查重点车辆安

全性能、超载、超速、未配备押运员、未悬挂
警示标志等违法行为，对存在违法行为的此
类运输车辆一律严厉惩处，对存在隐患的车
辆要求立即整改。

据统计，该大队从 9 月 22 日至 10 月 10
日，已查处车辆各类违法行为 1902 起，其中
查处货运超载行驶 96 起，查处货车遗撒、飘
散载运物 47 起。

澄迈交管大队通报要求

逾期未检
重点车辆“清零”

本报讯（记者王季 通讯员王国辉）
10 月 11 日，澄迈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发布通
报，对全县逾期未检验的危化品运输企
业、重型货车运输企业采取“清零”行动。

此次通报列举了辖区危化品运输企
业、重型货车运输企业车辆保有量数据。
其中，海南金运危化品运输公司逾期未检
7 辆、海南新星石油服务有限公司 4 辆、海
南中油深南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6 辆，共 17
辆逾期未检。同时，通报海南中油深南石
油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海南金运危化品运
输有限公司、海南省公路材料供应站危险
货物运输车队等运输企业重型货车逾期
未检验 68 辆。

通报要求辖区各运输企业确保逾期未
检验的危化品运输车、重型货车月底“清零”。

洋浦交警通报“两节”期
间道路安全整治情况

查处交通违法
行为350起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麦文耀）10 月
10 日，洋浦交警支队通报了“两节”期间道
路安全整治情况，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
为 350 起。

“两节”期间，洋浦交警分别在洋浦大
桥、一号关口切设卡盘查，对所有过往的
超载超限、非法改装、改变车辆外廓尺寸、
擅自加高车辆货箱栏板，超速、超员等违
法行为，实行“查、扣、记、拆”等强制措施，
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350 起，其中公
路客车超员 3 起、重型货车超载 19 起、机
动车不礼让斑马线 61 起、不按规定使用灯
光 78 起、重型货车载货超长宽 34 起、未随
车携带驾驶证 11 起、不按规定会车 68 起、
其他 76 起。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麦文耀 通讯员
邓礼华 黄桂风）厢式货车本来是用来拉货
物的，可儋州有一名司机偏偏在车厢里装
载了 120 个煤气罐。民警表示，“这不是移
动的煤气罐，这是移动的炸弹啊。”幸亏交
警部门及时发现和查获。

10 月 11 日上午 9 时许，儋州市新盈农
场十字路口治安交通检查卡点执勤人员对
过往车辆进行日常例行检查时，一辆车牌
号为琼 F22450 的厢式货车途经检查点。鉴

于该货车是密封式，在例行检查中民警询
问司机拉载什么货物，示意将车厢打开作
进一步检查。当车门打开后，民警被车厢
内的货物吓了一大跳，这辆没有悬挂运载
危险物品警示标志的货车，竟将 120 个煤
气罐装满整个车厢，其中大部分煤气罐外
表锈迹斑斑，还有一股浓烈的煤气味扑鼻
而来。经查，该司机没有任何运输危险品
资质，所驾驶的货车也不属于运输危化品
专用车，同时该车没有警示标志，更没有配

备灭火器材，一旦在行驶中有震动、摩擦，
或是发生交通事故极易爆炸。民警当场对
司机进行严厉地批评教育。

据司机交代，自己受雇于煤气老板，准
备把车上的煤气罐拉到南宝镇，并没有意
识到拉煤气罐需要专用车辆，认为只要把
煤气罐装载在货车上运输就可以了。

目前，这 120 个煤气钢瓶已被安全转
移，民警依法对司机罚款 1700 元、驾驶证记
12 分。

本报讯（记者杨春梅 通讯员王世勋）
10 月 6 日晚上 11 时许，五指山市公安局交
警 大 队 在 执 勤 时 发 现 一 辆 车 牌 号 为 琼
A18P63 的小轿车在技校卡口不顾执勤民警

指挥，不仅没有停车接受检查，反而加速冲
卡往毛阳镇方向逃跑，最终在毛阳三角路
口被设卡蹲守的民警抓获。经鉴定，该车
驾驶人血液中乙醇含量 133mg/100ml，已达

到醉驾的标准。
目前，王某某涉嫌妨碍执行公务已被

行政拘留 10 日，下一步交警大队将对其涉
嫌醉酒驾驶立案侦查。

一男子涉嫌醉驾冲卡逃窜
被五指山交警抓获

海口“椰城警民通”APP
上线运行

提供98项
“掌上服务”
本报讯（记者张英 和婷婷 通讯员袁

文豪 张天坤）10 月 11 日，海口“椰城警民
通”APP上线运行。

据警方介绍，“椰城警民通”APP 充分
运用大数据技术，打通“信息孤岛”，整合
各警种、各部门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
实现“一键通办”，为群众提供更加方便快
捷的业务办理指南和业务预受理服务。
该 APP 主要提供服务大厅、服务网点、警
民互动、一键举报、个人中心 5 大类 98 项

“掌上服务”，其中有 70 项公安业务可网上
资料预审、70 项可窗口预约、95 项公安业
务可提供业务指南。

本报讯（记者宋飞杰）10 月 11 日上午

8 时，白沙黎族自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在

该县牙叉中路农贸市场旁设点查处违章车

辆，仅仅 3 个小时就查处 40 辆违章行车车

辆。

据了解，为整治县城交通秩序，该县交

警大队按照源头管、入口堵、路面查的工作

方式，于当天 8 时在该县牙叉中路老县政府

门口及农贸市场旁限时行车路段设卡查处

违章行车车辆。短短 3 个小时查处违章行

车车辆 40 辆，其中电动车 17 辆、机动车（含

摩托车）23 辆。对这些违章车辆，执勤民警

当场开出罚单。

陵水交警联手交通安全
劝导员送平安

对交通违法行为
当事人劝导教育

本报讯（记者赵世馨 见习记者许光
伟）10 月 10 日下午，陵水黎族自治县公安
局交管大队派出民警联合三才镇交通安
全劝导员，在三才镇市场开展交通安全劝
导活动。

此次活动中，交通安全劝导员携手民
警向过往摩托车、拖拉机、面包车、电动车
驾驶员发放交通安全宣教资料；对驾乘摩
托车未戴安全头盔、小轿车、面包车驾驶
员未系安全带行驶、拖拉机非法载人、电
动车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当事人进行
劝导教育。

海口消防夜查营业场所消防安全

发现火患122处
现场整改111处

本报讯（记者程敏 林小钦 通讯员杨宇鑫）10 月 9 日-
10 日，海口市消防支队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全面消
除夜间营业场所消防安全隐患。

此次行动中，消防部门联合镇街、派出所等部门组成检
查组，深入辖区夜间营业的酒吧、咖啡厅、网吧、KTV、酒店
等场所。针对检查中发现的疏散楼梯被杂物堵塞、灭火器等
器材过期等问题，检查人员当场指导单位负责人进行整改，
当场无法整改到位的，下发《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单
位迅速制定具体的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时限和整改责任人，
采取得力措施，尽快消除隐患。同时，检查人员还对各单位
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进行现场指导，要求各场所负责人严
格落实防火巡查制度，及时发现并整改火灾隐患，加强对消
防设施器材的维护保养和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

据统计，2 天夜查共出动警力 55 人，检查夜间营业场所
46 家，发现火灾隐患 122 处，现场整改火灾隐患 111 处，下发

《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27 份，罚款 5000 元。

海口食药监局“两节”检查单位
1548家次

无害化销毁处理
350斤农残超标蜜柑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 通讯员唐静仪）“两节”期间，海口
市食药监局加强对小餐饮店、宾馆酒店、超市、旅游景点、农
贸市场、冻库等食品药品经营单位巡查力度，加强对月饼、
蔬菜、水果、肉类等群众日常消费量大的食品抽检力度，快
速处置各类食品药品投诉举报和相关舆情。

据了解，“两节”期间，海口市食药监系统共出动执法人员
626人次，检查食品药品经营单位1548家次，对2141批次食品
开展快检，对检测出的1批次共175公斤农残超标蜜柑做无害
化销毁处理，处理投诉94宗，未发生食品药品安全事故。

保亭食药监局启动城区食品安
全集中整治行动

55家停业整改

5家“脏乱差”被取缔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 通讯员詹志亮 刘翠玲）今年以

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食药监局全面启动城区食品安全集
中整治行动，截至目前，该局累计巡查指导食品生产、经营、
餐饮业单位共 1009 家，整改食品安全问题 230 项，停业整改
食品经营单位 55 家，取缔“脏乱差”食品经营单位 5 家。

据了解，对已达“巩卫”标准要求且颁发证照的食品生
产经营单位，该局紧抓长效管理措施，防止问题反弹；对未
达到“巩卫”标准要求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该局积极督促
整改提升；对整改后达到巩卫标准的食品流通、餐饮单位及
时颁发相应证件，对整改不力、督促不动的食品经营单位实
施停业整改或关停取缔。

截至目前，该局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5000 余人次，巡查指
导食品生产、经营、餐饮业单位共 1009 家，整改食品安全问
题 230 项，停业整改食品经营单位 55 家，取缔“脏乱差”食品
经营单位 5 家，开展“巩卫”食品安全培训 1200 余人次，发放
食品安全信息公示制度牌 320 份。

海口秀英街道办摸排逾期未报
到社区戒毒（康复）人员

提高社区戒毒执行率
本报讯（记者陈超超 李松梅）海口秀英街道办结合今

年实际情况，再次对逾期未报到和严重违反协议的社区戒毒
（康复）人员开展专项清理核查工作，深入摸底排查吸毒人
员，不断提高社区戒毒（康复）执行率。

10 月 11 日上午，经过村干部、网格员、禁毒专干等多次
上门走访，与社区戒毒逾期未报到人员王某某家属沟通，以
感化教育的方式多方劝导，王某某来到街道禁毒办报到。街
道禁毒办工作人员为其进行社区戒毒登记、建档、签协议等
一系列相关手续工作。

随后，街道禁毒办工作人员协同多部门人员对王某某以
拉家常的方式，详细了解其工作、生活、家庭、思想等方面的
近况，鼓励她要珍惜生活、珍爱家人、感恩社会，尽早彻底戒
断毒瘾，回归正常生活。

男子不慎遗失钱包
海口一环卫女工拾金不昧

本报讯（记者李崇育）张万国在一次搬运货物完后，回家
发现身上装有 4115 元的钱包不见了。在四处寻找无果后，他
跑去辖区的海口博爱派出所反映，结果派出所的民警告诉他，
有一名环卫工阿姨捡到他丢失的钱包送来派出所。10 月 10
日，在张万国提供有关证明材料后，民警将钱包物归原主。

据了解，10 月 5 日上午 7 时 50 分，海口京兰环卫公司三
中心四班员工陆小花在海口红坎坡横路保洁作业时，发现地
上有一个深褐色的钱包，于是她马上打电话给值班的班长陈
民燕。两人检查发现，钱包里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在询
问周边附近的人后，没有人认领。于是，两人一道来到博爱
派出所，把钱包交给值班民警。由于一时找不到失主，民警
也发动群众寻找失主，但一直没有消息。

在钱包丢失后，张万国在多日寻找无果后，便去了博爱
派出所，不料钱包早已被人送到派出所，这让他喜出望外。

定安交警加强危化品车及大型运输车辆交通安全整治

查处货车遗撒飘散载运物47起

货车竟装120个煤气罐
儋州交警对司机罚款1700元记12分

一货车司机超载竟求“私了”
琼海交警对涉事司机罚款230元记1分

白沙交警在限时行车路段设卡查违章

3小时查处违章车40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