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证驾驶报废车
路遇交警被查获

无证驾驶本就违法袁如果再驾驶报
废车辆袁那就是错上加错遥近日袁一男子
无证驾驶报废车上路遥 被交警逮个正
着遥

5月 7日 15时 9分袁锡林郭勒盟公
安局交管支队镶黄旗大队在巡逻检查
时发现袁一辆冀 F号牌的白色轻型栏板
货车颤颤悠悠地行驶至路口袁民警当即
拦下袁要求驾驶人出示驾驶证和车辆保
险单等相关证件遥 驾驶人却理智气壮地
回答院野我没有遥 冶期间袁民警发现此车未
粘贴年检标志尧保险标志袁执勤民警随
即怀疑该车很有可能是报废车遥

经过核查袁 该车已经达到报废标
准遥 在证据面前袁驾驶人张某某对自己
驾驶报废车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遥 随
后袁民警通过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查
询系统对该车信息进行仔细核对袁确认
该车已多年未检验已达到报废标准袁属
于报废车辆遥驾驶人张某某在明知道自
己没有有效机动车驾驶证袁车辆没有任
何手续的情况下袁依然心存侥幸袁驾车
上路行驶遥民警对驾驶人进行了批评教
育袁 并依法对驾驶人和车辆进行了处
理遥

目前袁该车辆已被强制报废遥
交警提示: 报废车本就存在极大的

安全隐患袁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
况下开报废车更是危险遥 其行为不仅自
己需要担负相应的责任袁还有可能危害
到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遥 车辆一旦达到
报废期限的袁应当主动到交警部门和机
动车回收企业办理车辆报废手续袁切勿
驾驶安全设施不合格或已达到报废标
准的车辆上路行驶遥 渊萨仁满都拉冤

驾驶人未戴头盔被拦停
交警查出多项交通违法

5月 9日袁 通辽市公安局交管支队
开鲁县大队北清河中队执勤民警查获
一名有多项交通违法行为的驾驶人遥 最
终袁 该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刘某饮酒尧无
证驾驶报废机动车尧未配戴安全头盔的
四项违法行为袁 给予罚款 5050 元的行
政处罚遥

当日 13时 30分许袁开鲁县交管大
队北清河中队民警在辖区种畜场附近
对过往车辆进行拦截检查遥 这时袁一辆
吉 G牌照的红色二轮摩托车行驶而来遥
因驾驶人未佩戴安全头盔袁执勤民警将
其拦截遥 拦停后袁驾驶人刘某身上带有
浓浓的酒味遥 执勤民警询问其是否饮
酒袁驾驶人支支吾吾袁承认中午喝了一
些酒遥 于是袁执勤民警立即对驾驶人刘
某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遥 经检测袁酒精
值为 74mg/100ml袁 属于饮酒驾驶机动
车遥 民警问其是否有驾驶证件时袁驾驶
人刘某低头不语袁停顿了一会儿说院野没
有驾驶证冶遥 随即袁执勤民警对其信息进
行了网络查询遥 经查询院刘某不只是未
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袁所驾驶车辆也已经
达到了报废的标准遥

渊孟颖冤

出租车行业是一座城市流动的文
明之窗袁出租车驾驶人更应该是自觉
遵守法规和服务规范的行业典范袁然
而袁这名野的哥冶竟然无证驾驶袁发生
事故后选择逃逸噎噎

5 月 3 日凌晨 1 时 11 分许 袁鄂
尔多斯市驾驶人呼某驾驶出租车由
西向东行驶至鄂尔多斯街与那日松

路交叉路口西路口左转车道时袁与正
在该车道等候信号灯的前方车辆发
生碰撞袁造成两车辆受损袁后呼某驾
车逃逸遥 民警通过调查取证发现袁呼
某系肇事车辆车主雇佣的夜车司机遥
面对警方后掌握的详实证据袁驾驶人
呼某迫于压力自首遥

民警经进一步调查发现袁驾驶人

呼某的行为属于无有效机动车驾驶
证驾驶营运车辆且肇事逃逸袁根据相
关法律之规定袁呼某被处以罚款 2500
元并处行政拘留 15 日的处罚遥

交警提示院安全无小事袁请广大
驾驶人引以为戒袁自觉遵守道路交通
法律法规袁安全文明出行遥

渊刘跃陆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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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喝酒不开车袁开车不喝酒冶逐渐
成为人们共识遥 可总有一些人心怀侥
幸袁三杯酒下肚后就把野酒后不开车冶
抛到脑后遥日前袁呼和浩特市一名驾驶
人竟然抱着幼儿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执
勤民警查个正着遥

5 月 9 日晚上袁 呼和浩特市公安
局交管支队玉泉区大队民警正在辖区
警备区十字路口开展酒驾夜查统一行

动遥 执勤民警发现一辆小型轿车行迹
可疑袁民警立即示意其停车接受检查遥
在检查中袁 民警发现驾驶该车辆的男
子不仅没系安全带袁 居然抱着 2 岁左
右的儿童驾驶机动车遥 民警当即对该
男子进行批评教育并让其出示驾驶
证袁该男子闪烁其词袁一会称未带驾驶
证袁一会又称驾驶证丢失了遥民警觉得
该男子十分可疑袁 将其带回交警岗亭

进行进一步检查遥
在检查期间袁 民警在警务通中调

取其个人信息时发现袁 该驾驶人居然
从未考取过驾驶证袁属于无证驾驶遥同
时袁 民警发现驾驶人张某某浑身散发
着酒气袁 随即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检
测袁结果为 155mg/100ml袁涉嫌醉酒驾
驶机动车遥随后袁民警让张某联系家属
把年幼的孩子领回遥

经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袁 驾驶人张
某某的血检结果为 150.82mg/100ml袁
属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袁 等待张某某的
将是法律的严惩遥

交警提示 :众所周知袁醉驾属于严
重违法行为袁 不仅严重危害他人与自
己的生命财产安全袁构成犯罪的袁还将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遥

(程铁南冤

这名男子胆儿真大 抱着儿子无证酒驾

女朋友身体不舒服 “暖男”无证驾驶被查

出租车驾驶人无证驾驶 肇事逃逸受到行政处罚

俗话说 野道路千万条袁 安全第一
条冶遥 酒驾是导致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袁
野喝酒不开车袁开车不喝酒冶这句宣传词
广大驾驶人已经熟知遥 然而袁仍有部分
驾驶人野顶风作案冶遥 5月 11日袁呼和浩
特市交警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袁一名男子
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袁经进一步检查中
证实袁男子不仅酒驾袁而且无证遥 而无证
驾驶的原因是其醉酒驾驶机动车被吊
销了机动车驾驶证遥

5月 11日上午 10时许袁 呼和浩特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新城区大队九中队
交警在新华东街东二环路口执勤时对

一辆蓝色轿车驾驶人进行例行检查袁交
警察觉到驾驶人神色慌张袁行为较为反
常袁而且交警闻到了一股酒味儿袁于是
询问驾驶人是否喝酒袁驾驶人坚称没有
喝酒遥 随即袁执勤交警将驾驶人带到交
警岗亭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袁结果显示
为 22ml/100mg袁 涉嫌饮酒驾驶机动车遥
事实面前袁驾驶人称院昨天晚上和朋友
喝酒袁 心想第二天上午应该没啥事了遥
交警检查驾驶证和行驶证时袁驾驶人称
驾驶证在家里袁而其所驾驶车辆是朋友
的遥 而交警却发现袁该车辆行驶证登记
的车主正是该男子遥 几番撒谎后袁该男

子最终交代袁2020 年自己因为醉驾袁驾
驶证已被吊销袁由于未过吊销期袁无法
重新考取驾驶证遥 被查当日袁该驾驶人
抱着侥幸心理驾驶机动车上路袁没想到
被交警逮个正着遥

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曳的规定袁驾驶证吊销期间驾驶机
动车的袁可处罚款 1000元尧15日以下行
政拘留曰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袁
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袁 处 10日以
下行政拘留袁该男子最终将为自己的违
法行为付出沉重代价遥

渊王永明 闫慧娟冤

驾驶证吊销期间酒驾 被查获男子将被重罚

女朋友身体不舒服袁野暖男冶无证
上路被查处遥 5月 8日晚袁通辽市公安
局交管支队开发区大队开展酒驾醉驾
专项夜查行动袁 执勤民警对过往车辆
进行路检路查时袁 一辆灰色轿车驾驶
人潘某表示没带驾驶证遥 经民警核查
后发现袁潘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袁属
于无证驾驶机动车遥

在证据面前袁 潘某承认了错误袁
称他一直都会开车袁 只是抽不出时间
去考驾驶证袁因为女朋友身体不舒服袁
他心疼女友便开车送她上班遥 看到路
口有民警检查袁 想的是民警只查喝不
喝酒袁不会查有没有驾驶证袁没想到自
己无证驾驶还是被发现了遥

最终袁该大队根据叶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曳 第九十九条的
规定袁 对潘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
驶车辆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袁 作出罚
款 2000元袁行政拘留 15天的处罚遥

交警提示: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无证
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袁这是对自己和他
人的人身安全极大的不负责任袁罔顾法
律者必受严惩遥 渊郭飞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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