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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 通讯员王
敬雄 黄政）1 月 13 日，琼海市公安局交通
管理大队结合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
及冬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组织人员
深入辖区长坡中学、塔洋中学开展文明交
通进校园宣传活动。

活 动 中 ，民 警 采 取 上 交 通 安 全 教 育
课、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卡片等交通

安全知识巡回展的形式，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重点围绕寒假期间学生出行中安
全步行、安全乘车、交通避险等知识进行
讲解，告诫学生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提
高学生“知危险，会避险”的交通风险防
范意识。

琼海市交管大队负责人表示，此次寒
假前夕交通安全宣传进校园活动的开展，
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师生在假期中交通安全
出行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筑牢了寒假期
间学生出行的平安交通防线。

琼海交警开展交通安全宣传进校园活动

快乐过寒假 安全不放假

活动现场活动现场

2021年1月15日 星期五

编辑/方艳 校对/李扬 版式/陈艳03 法治海南 FAZHISHIBAO

本报讯（见习记者洪光越 通讯员陈世
清 李盛兰）1月14日，海口公安交警联合海南
省保险行业协会、海南省老陶义工社等单位在
海口市开展了一场交通安全宣传劝导活动。

当天下午，在海口市城西中学路段，海
口公安交警联合 FM100 海南交通广播主持
人、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老陶义工社交通志
愿者通过安全知识讲座、互动游戏、有奖问

答等多形式向城乡居民宣传交通安全知识，
开展了一场主题为“知危险会避险 文明安
全出行”的宣传劝导活动。同时各宣传小组
还在琼山区文庄路、海府天桥 (二十五小路
段)、秀英小街第十四中学路段、大英山西四
路农商银行路段设立四个宣传劝导点，同步
开展“幸‘盔’有你 安全出行”宣传劝导活
动。在各个活动现场，公安交警、交通广播

主持人、保险行业人员、文明交通志愿者围
绕骑乘电动自行车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增强
安全防护的交通安全常识进行详细讲解和
现场演示，并通过宣传展板、发放宣传单、赠
送安全头盔等方式强化遵法骑行、安全防护
意识，积极营造自觉佩戴头盔安全防护的宣
传氛围，共同守护交通出行安全。

此次活动为“一盔一带”安全守护宣传劝

导系列第四次行动，宣传点覆盖城区、城郊接
合部主要道路，且选择在中小学校周边路段，
重点针对城乡居民、中小学生等重点群体开
展宣传劝导，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据统计，当天共现场纠正劝导骑乘电动
自行车不戴安全头盔违法行为 163 起，发放
宣传单 2200 张，现场赠送安全头盔 120 个，
受教育群众约 5000 多人。

本报讯（记者麦文耀 赵世馨）很多
驾驶员在长时间行车过程中，都会有犯困
的经历。1 月 14 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公安
交通管理大队交警在巡逻途中，就遇到一
位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呼呼大睡的司机。

当天 15 时 15 分许，执勤民警巡逻至

G98 高速公路 207km 处时，发现应急车道
内停了一辆轻型货车，后方未开启应急闪
光灯，也未放置安全警示三角牌。

民警上前查看情况，透过车窗发现，
驾 驶 室 内 的 司 机 正 躺 在 座 位 上 呼 呼 大
睡。民警敲窗将驾驶员叫醒，对其进行了

严厉批评教育，告知在应急车道违规停车
睡觉的严重危害性及严重后果。

驾驶员陈某深刻认识到错误，表示以
后一定改正。最后，民警对陈某违法占用
应急车道的行为予以罚款 200 元、驾驶证
记 6 分的处罚。

高速路应急车道停车睡觉
一货车司机被陵水公安交警查处

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陈萌）为
认真吸取“1·12”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案件
教训，1 月 13 日，东方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到农用车、货车违规载人重点区域开展整
治、宣传工作，并根据农用车、货车载人早
出晚归的特点，调整勤务机制，严查严处
违法交通行为。

东方公安交警结合辖区道路交通安
全形势及特点，充分依托“路长制”警务机
制，精心组织多警联动，科学部署警力，采
取流动巡逻与定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以
国、省道沿线和乡村接合部以及农村重要
出口、集市等道路为重点，紧盯农村务工
人员驾乘车出行时段（凌晨 4 时至早 7 时、

下午 5 时至晚 9 时），严查低速载货汽车违
法载人、面包车超员、客货混装、无牌无证
等交通违法行为，重点查处农用车、货车
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路管员执法时发
现一起、查扣一起、消除一起、教育一起。
当日，路管员共查处货车违规载人 3 起，拖
拉机违规载人 1 起。

东方交警严查农用车货车违规载人

发现一起 查扣一起

本报讯（记者王季 通讯员张胜楠 郑
瑜）1 月 12 日下午，澄迈县公安局交通管理
大队高速中队民警在日常路面巡查中发
现，一男子驾驶电动车在高速公路上从三
亚向海口方向行驶。见此情形，为保证该
男子人身安全，制止其违法行为，巡查民警
迅速上前拦截。

经询问，违法行为人符某是澄迈福山
人，为节省上班时间，便心存侥幸抄近路，
驾驶电动车偷偷上了高速。不料，被巡查
民警逮了个正着。随后，民警迅速将符某
带离高速公路，并依法处以罚款，对符某驾
驶的电动车进行了扣押。

警方提醒，《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明确规定，高速公路禁止行人
和非机动车进入。行人和非机动车上高
速公路，不仅危及个人生命安全，还会影
响其他车辆的行车安全，危害公共交通
秩 序 。 为 了 自 己 与 他 人 的 生 命 财 产 安
全，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文明
出行，安全出行。

骑电动车上高速赶着上班
一男子被澄迈交警罚款扣车

帮行动不便老人
及时乘车

海口火车站客运员获赞

本报讯（记者陈超超 通讯员周金丽）
1 月 10 日，海口火车站收到来自黑龙江旅
客徐先生送来的一面锦旗，徐先生感谢客
运员热心帮助行动不便的母亲乘车。

2020 年 10 月的一天，徐先生带着 80
多岁且因关节痛行走不便的老母亲乘火
车到哈尔滨。当时行李较多，他一边搀扶
着母亲，一边拖着几个行李。正在进站口
当班的客运员周诚斌看到后，急忙走过去
询问徐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助。

当时距离开车时间只有 20 分钟，周诚
斌看到徐先生的母亲腿脚不便，立即去值
班室推一辆轮椅过来，帮忙推着老人进站
上车。

事隔两个多月，周诚斌已经忘记了这
件事。但徐先生却把这份暖意牢记心中，
他从哈尔滨返回海口火车站后，就把早已
做好的锦旗送了过来。

“这面锦旗是新年开始最好的鼓励，
我会在工作中继续努力，用优质、温馨、高
标准的服务回馈旅客。”周诚斌说。

游客不慎丢钱包

民警帮忙找回
本报讯(记者李崇育 刘武军 通讯员

冯谋瑞 肖俊华）“要是没有你们的坚持不
懈，我的钱包肯定是找不回来了！”1 月 12
日，游客方先生将一面锦旗送到省公安厅
海岸警察总队三亚支队亚龙湾海岸派出
所民警手中，感谢民警帮助他妻子找回遗
失的财物。

1 月 9 日下午 5 时许，亚龙湾海岸派出
所接到一游客报警称，她在沙滩游玩时遗
失一个钱包，希望民警帮忙查找。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展开调
查。经了解得知，刘女士当天游玩时在沙
滩椅上放置了一个钱包，包内有现金 1 万
余元、银行卡和身份证件等物品。刘女士
离开后才发现忘记拿钱包了，返回寻找时
钱包已经不见。

经调查，民警发现是一名黑衣女子拿
走了刘女士的钱包。随后民警迅速联动
景区工作人员，一边对周围群众进行走
访，一边对可疑黑衣女子进行追查。由于
景区人员流动量大，查找难度大，直到深
夜民警也没有找到拾取钱包的女子。

就在刘女士已经放弃希望之际，第二
天下午，民警终于找到了黑衣女子。黑衣
女子将钱包及包内的物品如数交还给刘
女士。看到钱包失而复得，刘女士激动万
分，并让丈夫在离开海南前将锦旗送到派
出所民警手中。

六旬老人落水
“飞鹭”及时救起

本报讯（记者李业滨 通讯员陈俊锐
麦安贵 何晓君 黎金兰）1 月 10 日，三亚
市公安局飞鹭支队队员及时将一名落水
六旬老人救起，收获满满谢意。

当日 10 时 28 分，飞鹭支队月川中队
接到一名年约 60 岁的老人在榕根桥下落
水的讯息后，3 名队员迅速赶往现场，并根
据群众的指引来到河边。一位身材瘦小
的老人躺在离岸边约 3 米处的河水里，用
手勉强支撑着。

一名队员立即下水一把将老人抱起，
老人身体颤抖，说不出话。另外两名队员
协助将老人抱回岸上。此时，月川派出所
路管员也赶来现场协助。

由于老人言语支吾，沟通不畅，队员们
未能了解有效信息，但队员们在河边找到
老人的衣物和一个包。飞鹭队员随即给老
人披上干净的衣物，并从包里找到老人的
手机，与其家人取得联系。

10 多分钟后，老人的家人匆匆赶来，
经询问，老人就住在附近，独自外出家人
未察觉。老人家属对民警的及时救助表
示感谢。

定安通报3起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问题典型案例

交管大队一科员
收好处费被处分

本报讯（记者李崇育）近日，定安县纪委监委通报 3 起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典型案例。

定安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原三级主管梁瑛收受好处
费问题。

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8 月，梁瑛（已退休）在任定安县公
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科员、三级主管期间，为柯某某在快速办
理车辆过户、查验车辆业务方面提供便利或指导，先后收受
柯某某微信红包 20 个，总金额 5400 元。2020 年 11 月，梁瑛
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相关违纪款已追缴。

定安县定城镇莫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莫若
鑫违规发放津补贴问题。

2017 年春节前夕，莫村社区居委会以集体讨论名义，从
居委会工作经费中支出 9000 元用于给 18 名居民小组组长发
放年终补助，标准为每人 500 元，对此莫若鑫应负直接责任
和主要领导责任。2020 年 12 月，莫若鑫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相关违纪款已退回。

定安县定城镇东北门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莫
高赋等人违规领取节假日补助、私设“小金库”问题。

2019 年，定城镇东北门社区以值班补助名义违规发放
节假日补助，其中该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莫高赋，
委员王荣春、莫绍月，社区妇女主任兼出纳罗燕分别领取
350 元，该社区居委会副主任莫文文、委员张运虹分别领取
400 元。2019 年 1 至 9 月，东北门社区以打扫卫生名义填写
虚假报销单 23 次，套取工作经费 33400 元，其中用于日常工
作开支和发放各类补助共计 22664 元，莫高赋等 6 人均参与
讨论决定私设“小金库”相关会议和虚假报销单的制作。
2020 年 12 月，莫高赋、王荣春、莫绍月、罗燕、莫文文、张运虹
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相关违纪款已追缴。

池鹭误闯渔船
三亚海岸警察解救并放生

本报讯（记者李崇育 刘武军 通讯员冯谋瑞 肖俊华）
1 月 14 日，记者从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三亚支队红沙派出
所获悉，该派出所民警及时出警解救并放生了一只野生动物
池鹭。

“派出所吗？有一只怪鸟撞到我的渔船了，你们过来看
一下。”1 月 12 日下午，红沙派出所接到辖区渔民报警称，有
一只“怪鸟”撞进了其船舱内，飞不了了，他们怀疑是一只保
护动物。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在船舱的角落里发现了渔
民口中的“怪鸟”，原来这是一只池鹭。据渔民介绍，池鹭原
本是在附近水面上低空飞行，可能是专注捕鱼一头撞进了他
的渔船船舱。

随后，民警将池鹭带到岸边观察，在确认它身上没有受
伤且已恢复飞行能力后，将其在原地放生。

据了解，池鹭是典型涉禽类，常栖息于池塘、湖泊、沼泽
湿地等水域，是我国三有保护动物（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
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民警提醒：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责任与义务，如
果发现有野生动物受伤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或相关部门报警
求助。

儋州铁警开展春运安全宣传

向旅客普及
铁路法律法规

本报讯（记者陈超超 通讯员周业傅 肖崎）为扎实做好
2021 年春运安全宣传工作。海口铁路公安处白马井站派出
所近日联合白马井消防大队、白马井交通站等单位在白马井
高铁站开展联合宣传活动。

活动中，民警们向旅客发放宣传画册，普及“110”报警
求助常识、铁路法律法规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注意事项，
提醒广大旅客春运乘车出行需注意人身财产安全和个人疫
情防控。

民警们还联合消防大队对站区开展实地检查，对站区工
作人员开展消防安全知识讲解，全面提升站区消防安全能
力，同时对旅客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宣传。

白马井站派出所还联合交通站对站区广场进行清查，严
厉打击广场违法喊客拉客和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全面肃清
站区周边治安环境，同时告知旅客乘坐黑车的危害，提升旅
客辨别正规出租车的能力，保障旅客的个人利益。

海口警企联合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宣传劝导活动

幸“盔”有你 安全出行

东方板桥镇网格员开展排查走
访工作

“小网格”释放
防疫“大能量”

本报讯（记者董林）根据东方市委政法委工作要求和市
综治中心的工作部署，板桥镇全体网格员近日集体出动、上
下联动、联合进村入户，按照“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的原则，
通过深入走访、排查网格区域内近期是否有外来人员及河北
石家庄返琼人员，并做好核实登记。

在进村入户开展排查工作时，网格员加大对外来人员及
网格内村民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做好防护措施并发放疫情防
控宣传手册，做到网格区域之间机制互相联动、动态信息互
动、推动网格区域内疫情防控期间返琼及外来人员排查工作
从快且有效地开展。

据介绍，通过细致排查和走访，网格员们及时更新掌握
了各自辖区内流动人口动态信息，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网
格员反复叮嘱居民勤洗手、多通风、戴口罩、少聚会，增强疫
情防控意识。

儋州交警进摩托车电动车商铺宣传交通安全知识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关注交通安全

本 报 讯（记 者 许 光 伟 林 鸿 河 马 宏
新）1 月 14 日，儋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交管
一大队组织警力深入那大城区摩托车、电
动车销售商铺开展“一盔一带”交通安全
宣传活动。

当天上午，在那大城区摩托车、电动
车销售商铺，民警要求各商家切实担负起
交通安全管理方面的社会职责。活动通
过发放交通安全知识图册，提醒商家在销
售过程中，加强对前来购买车辆群众的宣
传，督促群众在购买之后及时办理车辆入
户手续，告诫他们在驾乘摩托车、电动车
时应当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宣传涉及摩
托车、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

活动现场，民警还向过往群众散发宣
传单，讲解骑乘摩托车、电动车应注意的
安全事项和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据介绍，此次行动共出动警力 6 人、警
车 2 辆，进店铺 12 家，发放宣传资料 500 余
份，教育过往群众 300 余人。 民警向群众宣传交通安全知识民警向群众宣传交通安全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