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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浓厚宣传氛围 倡导文明和谐交通
巴彦淖尔讯 为全力打造和谐畅通

的道路交通环境袁巴彦淖尔市各地公安
交管部门加大社会面宣传袁通过粘贴海
报尧悬挂横幅尧播放交通安全公益广告
等方式袁 营造良好的交通安全宣传氛
围遥

支队尧各大队结合辖区实际袁围绕
2022年道路交通事故预防 野减量控大冶
总目标袁以野一盔一带冶安全守护行动为
抓手袁 加大交通安全宣传阵地建设袁扩
大宣传覆盖面遥 一是支队尧各大队每月

制作不同月度主题的交通安全宣传海
报袁在社区宣传栏尧农村宣传阵地尧岗亭
等地广泛粘贴并积极开展交通安全宣
传活动曰二是在重要节日节点袁制作交
通安全宣传横幅袁在全市范围车流密集
的国尧省道及城区尧县乡主干道路和执
勤点尧 岗亭等显眼位置悬挂宣传横幅袁
给予驾驶人员温情提醒和警示作用曰三
是在辖区车驾管尧事故处理尧违法受理
窗口设置野一盔一带冶等主题宣传专栏袁
张贴交通安全宣传挂图袁通过电子显示

屏播放 野一盔一带冶野非机动车整治冶等
相关内容袁普及交通安全常识袁通报典
型事故案例曰四是利用辖区岗亭电子显
示屏袁酒店尧商店尧饭店等沿街商户的电
子显示屏播放公益广告尧交通安全宣传
提示字幕等袁 广泛开展交通安全提示袁
增强辖区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曰五是利
用交管局下发的不同时间节点的音视
频公益广告在窗口单位尧 客运场站尧居
民社区等人群集中的场所播放宣传光
盘袁音视频资料等袁扩大宣传范围遥

同时袁 全市宣传民警走进社区尧集
镇尧客运场站等人流密集场所袁通过悬
挂横幅尧摆放宣传展板尧发放宣传资料尧
农村大喇叭广播等方式袁现场宣讲野生
命无价尧酒后禁驾冶野一盔一带冶野一老一
少冶等交通安全常识袁加强野五大曝光行
动冶宣传警示教育力度袁全方位尧多维度
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抵制交通违法行为袁
切实增强交通参与者的法律法规意识
和安全意识袁营造了浓厚的交通安全宣
传氛围遥 渊姬媛冤

按照伊利健康谷供水工程改造
建设总体安排袁中铁六局呼和铁建有
限公司呼和浩特重点工程项目部将
于 2022年 5月 15日开始在我市城区
及金川开发区部分道路进行管网改
造施工袁工期约 60天遥 为保障行人尧
车辆通行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 呼和
浩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根据叶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曳第三十九

条的规定袁对施工路段实行临时交通
管理措施遥

伊利健康谷供水工程管网改造东
起巴彦淖尔北路加压泵站西至伊利健
康谷内台阁牧大道袁涉及附件厂西路尧
预备役师北路 渊阿拉善北路至盐站西
街冤尧 盐站西街尧 成吉思汗西街尧G110
国道渊旧冤尧金南路尧金九路尧金海快速
路辅道尧金十道袁全长 16.1km遥

施工期间,施工方需做好照明尧指
示尧 防撞等安全防护措施及除尘尧降
噪等环保措施遥 请过往车辆按交通指
示标志减速慢行或选择其它合适路
线绕行遥 因施工给广大市民带来的出
行不便,请予理解并相互告知遥

特此通告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

2022年 5月 19日

关于在伊利健康谷供水工程管网改造施工期间实行交通管理的通告

为进一步优化辖区交通安全环境袁
确保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袁 乌兰
察布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针对辖区车辆乱
停乱放现象突出的实际袁 结合正在开展
的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袁 切实加大整治力
度袁全面规范辖区车辆停车秩序袁全力创
造安全尧畅通尧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遥

组织有力袁强化科学部署袁构建野思
想认识关冶遥

为进一步规范辖区车辆乱停乱放现
象袁 全市各级公安交管部门深入分析辖
区道路违法停车行为发生的规律和特
点袁 组织民警全面摸查辖区道路机动车
违法停放多发路段尧时段袁精心制定了整
治实施方案袁进一步明确工作目标袁落实
任务袁细化责任袁按照定人尧定时尧定岗尧
定责原则袁 认真研判辖区范围内车辆乱
停乱放的高发点袁 科学部署警力开展集
中整治遥同时袁该支队要求全体民警提高
思想认识尧增强责任意识袁特别是针对车
辆乱停乱放现象袁要严格落实批评教育尧
罚款处罚等不同执法层级标准袁 净化辖
区道路交通秩序环境遥

强力管控袁巩固整治成果袁构建野违
法查纠关冶遥

全市各级公安交管部门针对辖区
早尧午尧晚三个高峰时段袁根据机动车乱
停乱放交通违法行为分布区域和高发时
段的不同袁合理安排警力部署袁对每条路
段违法车辆实施非现场抓拍袁 依法对驾
驶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袁 并告知其处
理的方式袁 全力提升广大驾驶人员停车
意识袁创建辖区良好的停车秩序曰采取流
动巡逻方式袁强化路面巡查管控袁每天组
织人员在辖区流动巡逻袁 找准整治的重
点和突破口袁对辖区店铺尧广场尧公园周
边道路等重点路段袁 采取有效措施严密
监管违法停车行为袁 对妨碍道路正常通
行的违停车辆坚决打击袁 实行先教育后
处罚原则袁 对不听劝导的违法驾驶人一
律严处袁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袁对违法
停车行为形成强大的震慑力袁 确保辖区
道路安全有序畅通遥

规范执法袁灵活科学处置袁构建野阳
光执法关冶遥

全市各级公安交管部门要求民警在

执勤执法时严格按照规范统一着装袁穿
好反光背心尧佩戴单警装备袁同时袁执勤
民警在执法过程中要做到依法严格管
理袁结合实际情况袁注重强调规范执法袁
突出人性化管理袁 执法用语规范和执法
行为得体曰在严查违法停车行为的同时袁
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袁 用文明的
语言对违法驾驶人进行教育袁 让驾驶人
深刻认识到违反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的严
重性袁提高执法的公信力袁树立队伍的良
好形象曰继续加强对民警尧辅警安全防护
装备的检查力度袁定期更新执法装备袁保
障民警尧辅警的人身安全遥

宣教并举袁加强提示引导袁构建野安
全教育关冶遥

全市各级公安交管部门有针对性地
开展规范停车等方面的宣传教育袁 增强
驾驶人规范停车尧依法停车的意识袁切实
整顿辖区机动车乱停乱放现象遥 通过邀
请记者随警作战袁 现场曝光交通违法行
为尧播放文明停车短片等方式袁广泛宣传
违章停车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袁 广泛
宣传集中整治的目的尧意义尧措施袁最大

限度争取社会和群众的理解支持曰 执勤
民警在整治车辆乱停乱放违法行为的同
时袁向群众传播文明行车尧停车的理念袁
及时告知当事人违法停车的处罚标准尧
处罚依据和处罚额度袁 使广大驾驶人了
解违停对道路通行能力的影响尧 违法停
车的危害袁引导驾驶人文明停车曰针对辖
区农贸市场尧学校尧商场及周边路面袁对
随意在行车道尧 路口以及影响其他车辆
通行地方停车的实际情况袁 组织加大宣
传力度袁 积极向广大驾驶人宣传交通法
规袁增强驾驶人规范停车意识袁自觉遵守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袁营造人人参与尧人人
有责的文明交通氛围遥

截至目前袁 全市各级公安交管部门
共查处违法停车 1184辆袁及时劝离车辆
9747辆袁清理僵尸车 45辆曰查处各类机
动车交通违法 1434起袁其中不礼让斑马
线 509起尧不系安全带 925起曰处罚非机
动车各类交通违法 1524起袁其中闯红灯
122起尧 逆行 276起尧 不走非机动车道
186起尧未佩戴头盔 940起遥

渊曹鹏冤

助力创城出重拳 构建“四关”保畅通
乌兰察布市交警全面净化道路通行秩序

送奖到岗暖警心
表彰先进鼓士气

呼和浩特讯 为凝聚警心尧鼓舞
士气袁发挥表彰奖励的激励尧示范和
引领作用袁近期袁呼和浩特市公安局
交管支队启动了 野送奖下基层 冶活
动遥支队党委成员分别到基层大队开
展送奖下基层活动袁将奖牌和证书送
到基层民警尧辅警手中遥

连日来袁 支队党委成员分赴一
线袁 为在 2021 年奋战在一线表现突
出取得优异成绩的 6 个集体和 274
名同志送奖到岗尧颁奖到人遥 送奖下
基层过程中袁 支队领导对全体民警尧
辅警奋勇拼搏尧连续作战取得的成绩
给予充分肯定袁勉励受到表彰奖励的
同志珍惜荣誉尧 发扬成绩尧 再接再
厉遥 同时袁 支队领导号召各大队民
警尧 辅警以先进为榜样袁 坚定信心袁
希望他们继续发扬连续作战尧攻坚克
难的优良作风袁 在工作中再创佳绩尧
再立新功袁 以时不我待的使命感尧务
实担当的责任感尧高昂的工作斗志和
工作热情投身于各项公安交管工作
中袁 以优异的成绩向党的二十大献
礼遥

受到奖励的民警尧 辅警纷纷表
示袁将继续发扬敢于拼搏尧敢打硬仗
的优良作风袁 以更加严格的要求尧更
加饱满的热情尧 更加昂扬的斗志袁立
足本职岗位 袁忠诚履职担当 袁为 野打
造优质的首府交通环境袁建设群众最
满意队伍冶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袁以
实际行动向党和人民交上满意答卷遥

渊曹坤 刘森冤

为进一步巩
固和提升公安交
管队伍的战斗
力尧凝聚力袁从 5
月 9 日开始袁巴
彦淖尔市公安局
交管支队开展了
为期一个月的
野警务素质提升
月冶活动遥 图为 5
月 13 日袁临河区
交管大队组织全
体民警尧 辅警开
展大练兵活动遥

孙玉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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