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杨春梅 通讯员王世勋）1
月 13 日，五指山交警联合应急管理、交通运
输、消防等部门深入辖区汽车站、货运运输
企业积极开展车辆安全隐患大排查工作，
加强客运车辆源头管理，确保春运、春节期
间车辆安全运营。

检查人员查看了各运输公司营运车辆
的管理台账，常规检查车辆胎压、应急救生
锤、干粉灭火器等重点部位，现场查看车辆
GPS 配备及使用情况，并向企业负责人通
报近期发生的道路交通亡人事故，剖析事
故原因和企业应负的主体责任。针对检查
中发现存在的问题，检查人员当场向企业
负责人进行了反馈，并提出要求。

五指山多部门联合排查汽车站货运企业车辆安全隐患

发现问题当场反馈

检查人员检查客运车辆重点部位检查人员检查客运车辆重点部位

2020年1月15日 星期三

编辑/林声蛟 校对/崔晓慧 版式/王帅04 平安海南 FAZHISHIBAO

本报讯（记者肖瀚 见习记者李成沿
通讯员武艳琰）1 月 13 日，海南交警开展严
重违法行为集中整治行动，做好全省春运
道路交通安保工作，进一步深化冬季交通
安全整治行动。

此次行动由省公安厅“路长制”办公室

和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组织全省市县各级路
长和路管员参战，多警种联勤联动，全时空、
全方位、全覆盖，共同开展打击整治。主要
打击街（路）面抢夺（劫）、盗（扒）窃等违法行
为，酒驾、醉驾、毒驾，假牌、套牌车辆，“两客
一危”重点车辆，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乱象和

货运车辆超限超载等违法行为。本次行动
坚持路（街）面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和交通案
件打击并重，强化扁平化、可视化指挥调度，
路（街）面见警率、管事率和打击效率得到明
显提升。行动期间，共设置执勤岗点 208
处，共查处各类违法5817起。

我省多警种联动集中整治严重违法行为

路面刑事治安交通案打击并重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王琪超）1 月
14 日，海口铁路公安处北港码头派出所发
布消息表示，随着春节临近，春运也即将进
入“白热化”阶段，通过琼州海峡铁路北港
码头进入海南岛的车、客流量将大幅度上

升。据介绍，预计 1 月 21 日至 1 月 24 日为
进岛车、客流量高峰期，其高峰时段主要集
中在每天的 12 时至 23 时。

铁路警方提醒广大旅客：提前规划出
行路线，合理安排时间，尽量避开高峰时

段，选择错峰出行；同时，注意查看天气预
报及码头公告，避免因大雾等恶劣天气导
致停航滞留码头。此外，北港码头已全面
实行“小车预约过海”，广大旅客朋友可通
过“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网上购票。

琼州海峡北港轮渡码头将迎来客流高峰，海口铁警提示错峰出行

1月21日至24日为高峰期

本报讯（记者王小亮）近日，临高县公
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约谈辖区海汽客运、大
富豪客运、国智客运、市政服务公司负责
人、安全管理责任人，夯实客运企业春运期
间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强化客运车辆及驾
驶人源头管控。

该大队要求，各客运企业负责人、安全
管理责任人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不断完
善企业安全管理各项工作制度；加强客运
车辆驾驶员安全教育培训，适时跟踪监督
客运车辆动态化监管措施；积极组织开展
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完善企业内部工作台

账、机动车和驾驶员基础台账；严禁客运车
辆超员、超速、疲劳驾驶，违反禁令通行；对
违法未处理的营运车辆限期清零，对已达
强制注销未报废拆解的车辆，要立即收缴
号牌、行驶证和登记证书，及时到车管部门
办理车辆报废销户手续。

临高交警约谈客运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责任人要求

强制注销车辆立即收缴号牌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许光伟 通讯员
谭远照）1 月 10 日，洋浦公安局交警支队联
合交通运输局、海洋局、应急局、征稽局等
相关部门启动 2020 年春运仪式。

启动仪式上，洋浦交警支队有关负责

人表示，各职能部门要协同作战、统一思
想，提高认识，强化全局意识、责任意识和
服务意识，打好开年春运安全保卫战。要
切实抓好源头隐患清零监管工作，加大路
面巡逻管控力度，重点查处客货车超载、酒

驾醉驾，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努力实现春
运期间“四个不发生”的目标，以强有力的
工作措施来完成春运安保工作。

启动仪式结束后，所有参会人员到各
重点路段参与执勤。

洋浦加大路面巡逻管控力度

重点查处客货车超载等违法行为

本报讯（记者董林）1 月 14 日，记者从东
方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获悉，该大队在全
市辖区内针对运载、携带烟花爆竹的中小型
客运、货运车辆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中，查获
一辆非法运载烟花爆竹车辆。

1 月 10 日上午 9 时许，东方交警大队乡
镇三中队中队长李汉孟带领队员在大田镇
零公里路段设卡依法检查过往重点车辆。
整治行动中，发现一辆车牌号为琼 D69045 轻
型厢式货车从市区往东河镇方向行驶。当

执勤队员拦截下这辆货车实施常规检查时，
发现货车车厢内装满了大大小小的 20 多箱
烟花爆竹。经核查，这辆货车没有经营、运
载危险物品许可证等相关证书，系违规运载
危险物品及存在严重交通安全隐患，被执勤

队员依法查扣。
目前，货车司机因存在未经批准运载危

险物品违法行为，被东方交警依法处以行政
罚款 100 元的处罚，并将车辆和危险物品移
交给辖区大田派出所作进一步处理。

东方多部门联合开展车辆交通
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提升协同作战能力
积累实战经验

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曾广博）1 月 10 日上午，东方
市消防救援支队组织开展车辆交通事故应急救援联合演
练，检验近期开展车辆事故救援技术培训班的成果，进一步
提升消防救援队伍车辆事故救援专业处置能力和市应急联
动部门协同作战能力。东方市应急管理局、市卫健委、市公
路分局、市交通运输局、市高速公路管理所和市交警大队参
加了演练。

演练模拟设定：东方市境内高速公路某路段发生多车
连环相撞，有数名人员被困，部分事故车辆受撞击冒出大量
浓烟。东方市消防救援支队 119 指挥中心接警后，根据灾
情立即启动消防救援支队重、特大车辆交通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调派 3 个消防救援站交通事故处置专业队赶赴现场
处置，支队全勤指挥部、应急通信保障小组遂行出动，同时
119 指挥中心第一时间将警情向东方市政府应急总值班室
报告，请求调派市应急、交通、公路、急救等联动部门协同处
置。到达事故现场后，各参演部门在现场指挥部统一指挥
下，按照职责分工，紧张有序展开救援。整个演练过程中，
各参演部门反应迅速、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圆满的完成了
此次演练，达到预期效果。

通过此次联合演练，进一步提升了多部门应对车辆交通
事故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协同作战能力，积累了车辆交通事故
救援的实战经验。

儋州解放派出所部署娱乐场所
巡查管控

严防案件发生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马宏新 许光伟）1 月 13 日下午，儋

州市公安局解放派出所组织召开辖区歌舞娱乐场所治安管
理工作会议，部署和强调有关安保工作，做好娱乐场所的巡
查管控工作，坚决预防和遏制打架斗殴案件发生，确保春节
期间辖区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

会议指出，岁末年初，娱乐场所消费顾客增多，往往酒后
会引发打架斗殴警情，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稳定，以及群众安
全感和满意度。各娱乐场所业主要认清当前社会治安形势，
切实增强责任意识，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强做好场
所内部安保工作，严防案件发生。

会议要求，各娱乐场所业主要进一步完善场所内部安
全检查和视频监控等相关设施设备，加强内部安全检查和
安全防范；要配足专门的保安力量，加强场所内部巡查和
管控，及时发现化解各类不稳定因素苗头，消除隐患；要
敢于担当作为，对发生在场内的打架斗殴警情或矛盾纠纷
问题，要第一时间组织力量稳控化解，并迅速拨打 100 报
警；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守法经营，严禁在场所内从事

“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要严格保安人员管理，文明执
勤，规范执勤。

本报讯（记者陈超超）近日，省中部邮政
管理局联合辖区公安、市场监督管理局，开
展春节前行业安全生产和寄递服务安全专
项检查，指导寄递企业做好春节期间安全与
服务保障工作，督促企业进一步落实好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

联合检查组到中通、韵达、顺丰、京东等
品牌快递网点，现场查看营业网点生产作业
情况，询问节前业务与经营情况，听取企业
关于春节期间安全与服务保障工作安排。

该局要求，寄递企业要牢固树立红线意
识与底线思维，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确

保企业员工人身安全与车辆运输安全，严防
烟火；严格落实收寄验视制度，严把收寄关，
从源头上杜绝违禁物品流入寄递渠道；要严
格按照省邮政管理局要求保障服务质量，全
力保障春节前“不休网、不拒收、不积压”，为
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寄递服务。

省中部邮政局专项检查节前寄递行业生产服务安全

全力保障不休网不拒收不积压

登山探险走失
6“驴友”被困
文昌消防成功搜救，将他

们转移到安全区域

本报讯（记者连蒙 林小钦 通讯员苏
应业）1 月 11 日，文昌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
群众报警后，成功搜救 6 名因登山探险走
失的“驴友”，将他们转移到安全区域。

1 月 11 日 21 时 45 分，文昌市消防救
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位于
文昌市龙楼镇铜鼓岭铜鼓佛光景区有 6
名驴友（4 男两女）因登山探险走失。接
到报警后，文昌消防救援支队立即调派
航 天 城 消 防 救 援 站 1 辆 抢 险 救 援 消 防
车、6 名消防员赶往现场，并通知文昌市
应急局、龙楼镇镇政府及辖区派出所开
展联合救援。

当 天 22 时 6 分 ，救 援 人 员 到 达 现
场。经与报警人了解情况得知，此次探
险团队共 11 人组成，其中 5 人通过原制
定路线先行走出铜鼓岭，其余 6 人由于
对地形道路不熟悉，且自身携带的通讯
设备因电量不足、登山路线信号不通畅
等 原 因 联 系 不 上 最 终 走 失 。 报 警 人 还
与救援人员确定了 6 名驴友大致的被困
位置。

1 月 12 日零时 46 分，航天城救援站配
合当地向导成功搜寻到走失者，并将他们
转移到安全区域。

定点执勤
结合巡逻纠违

五指山警方“猎鹰 2号行动”查
处交通违法112起

本报讯（记者杨春梅 通讯员王世勋）1 月 13 日，五指山
市公安局按照“路长制”勤务模式，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代号为

“猎鹰 2 号行动”的涉牌涉证违法行为集中整治活动，进一步
加强辖区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严厉打击机动车涉牌涉证严重
违法行为。

行动中，五指山市警方共设立 12 个临时执勤点和一个流
动巡逻组，采取定点执勤和巡逻纠违相结合、白天执勤和夜
间整治相结合加强路面管控。整治过程中，执法人员严格做
到违法必纠，处罚必严，严格查处假牌假证、无证驾驶、未悬
挂号牌、酒后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据统计，当天整治行动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112 起，其
中，酒驾 2 起、无证驾驶 2 起，未悬挂号牌 2 起、摩托车电动车
未戴安全头盔 56 起、不按规定停车违法行为 41 起、其他涉牌
涉证 9 起，暂扣违法车辆 11 辆。

五指山市公安局举行“110宣传
日”活动

让偏远乡镇群众
深入了解110

本报讯（记者杨春梅 通讯员潘君萍）1 月 10 日上午，五
指山市公安局举行“110 宣传日”活动，确保全国第 34 个“110
宣传日”顺利开展，增进警民关系和深入联系群众。

本此活动以三月三广场为主场，偏远乡镇派出所为宣传
据点，全覆盖、同时段发声的大规模宣传矩阵。

在活动主场，搭建宣传舞台，通过展示 PPT 方式，向群众
讲述“110”诞生和发展史，明确 110 受理范围等。同时，设置
多个模拟警情现场，让群众与接警员进行互动，帮助群众认
识到如何正确报警，确保报警内容准确有效。现场向群众发
放相关的宣传单，为群众答疑解惑，并向群众宣传反诈骗、识
别邪教等多方知识。

在乡镇宣传据点，主要以乡镇派出所为主，向群众发放
宣传单以及印制有“110”特色的小物件，让偏远乡镇群众深
入了解 110 指挥中心工作，支持公安事业。

活动中，主场和宣传据点共发送宣传单 3000 余份，为群
众解疑释惑 200 多人次。

车厢装满20多箱烟花爆竹
一货车司机未经批准运载危险物品被东方交警处罚

关注春运FZ海口一女子凌晨欲跳楼轻生

消防员楼顶绳降
12楼挽救生命

本报讯（记者连蒙 林小钦 通讯员王
咪）1 月 14 日，海口市琼山区一女子因重
度抑郁症欲跳楼轻生，情况危急。现场
救援的消防员把握时机，从 12 楼高空速
降成功救下这名欲轻生女，避免了一场
悲剧发生。

当天凌晨 1 时许，海口消防 119 指挥
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琼山区凤翔西路宝
庆花园小区内有一女子要跳楼。指挥中
心立即调派琼山区消防救援大队滨江救
援站赶赴现场处置。

消防员到达现场时，轻生女子的家
属、同学及民警都在对站在 12 楼楼道窗
外铁皮上欲跳楼的女子喊话劝阻，该女
子情绪十分激动，不停哭诉。消防员经
详细了解后得知：女子约 20 岁，患有重
度抑郁症，当天下午与同学出去玩耍喝
酒，晚上回来后情绪忽然失控想要跳楼
轻生。

救援人员立即展开行动。由于小区
该楼地面有一凉亭，导致消防员无法铺
设救生气垫，12 楼恰好也是最高层，现场
消防指挥员当机立断安排一组消防员携
带绳索等救援器材到楼顶处实施救援。
当时天色已晚，视线较差，救援人员不敢
贸 然 刺 激 轻 生 女 子 。 指 挥 员 让 现 场 民
警、家属等人继续安抚轻生女子，稳定其
情绪，消防员则看准时机采取绳索速降
施救。

登上楼顶的消防员当机立断，一名绑
着绳索的消防员迅速从楼顶的防盗窗翻
出去然后悄悄下降至轻生女子背后，一
把抱住该女子，在 12 楼的高空中用尽力
气将其推顶至离头部不远的窗口边缘。
窗内 2 名消防员死死拽住绳索，另 2 名消
防员则连忙从窗口边拽住了轻生女子，
一组人合力将其拉进楼内。经过一番营
救，凌晨 1 时 50 分，消防员终于将轻生女
子救回安全地带。

欲轻生女子在被成功救援后，其家属
及同学不断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表示感
谢。

消防员合力将女子从窗口拉进楼内消防员合力将女子从窗口拉进楼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