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023年2月2日

星期四

责编院赵鹏娇
制版院高如哈

自治区公安厅交管局 叶关于 2023年元
旦尧 春节期间严格遵守廉洁自律相关规定的
通知曳文件下发后袁高速公路二支队党总支第
一时间组织召开了加强野两节冶期间党风廉政
建设会议袁 天骄大队紧紧围绕 野廉政文化建
设冶主题袁借势发力袁打出一套野规定+自选冶廉
政动作组合拳袁不断增强廉洁从警免疫力袁奏
响了基层党组织廉洁最强音遥

做实野规定动作冶
推动形成良好廉政氛围

节假日是 野四风冶 问题易发多发的节
点袁 也是考量能否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的重点遥 天骄大队党支部精准分析研
判腐败风险点袁 因地制宜深化运用节前廉
政提醒会议尧廉政党课尧观看警示教育片尧
野关键少数冶谈心谈话尧节中饮酒监督检查尧
明察暗访尧发送廉政短信等经验做法袁抓住
节日期间易发多发的问题深化整治袁 切实
把节点变成作风建设的野考点冶袁全力营造
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遥

创新野自选动作冶
推动形成多元廉政格局

踏上新的赶考之路袁 天骄大队党支部不
拘泥于固有思维袁连续开展廉政文化野自选动
作冶袁既坚持问题导向袁也兼顾形式方法袁让廉
政教育切实入脑入心入行遥

发出廉洁家风倡议书尧 观看廉政教育警
示片尧开展廉政承诺签约仪式尧组织廉政知识
答题竞赛噎噎形式多样的廉政教育活动轮番
上阵袁全面打牢拒腐防变思想政治根基遥天骄
大队党支部在野关键节点冶上发扬野钉钉子精
神冶袁释放了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袁没有完成
时的强烈讯号遥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袁做好春节期间正风肃纪工作袁对于推
动队伍以优良作风尧严明纪律奋进新征程至关重
要遥接下来袁天骄大队党支部将时刻保持野作风建
设无休止符冶的坚韧和执着袁在完成野规定动作冶
的基础上袁继续做好廉政文化野自选动作冶袁引导
激励全体民警尧辅警追求清廉文化袁充实精神世
界袁永远吹响廉洁奉公冲锋号遥 渊王沛元冤

打好“组合拳” 劲吹“清廉风”
高速公路二支队天骄大队着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

陕坝讯 为进一步提升广大群众的自我
防护意识和交通安全意识袁着力营造安全尧畅
通尧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袁近日袁自治区公安
厅交管局高速公路三支队陕坝大队深入通大
驾校开展了野平安春运尧交警同行冶交通安全
主题宣传活动遥

活动中袁宣传民警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尧讲
解交通安全知识尧解答驾校学员疑问等方式袁
围绕春运出行注意事项尧 交通违法危害尧野一
盔一带冶尧文明交通尧规范驾驶技术等方面进
行宣讲袁提醒过往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袁坚
决杜绝酒驾醉驾尧超速超载尧疲劳驾驶等严重
交通违法行为袁切实做到野文明守法尧平安回
家冶遥 同时袁民警积极倡导广大群众配合民警
做好春运交通管理工作袁 将安全出行理念融
入心中袁全力营造各方支持尧全民参与尧社会
共治的春运和谐交通宣传氛围遥

渊李婧如冤

规范行车很重要
安全不能靠侥幸

呼和浩特讯 为了营造平安畅通的高速
公路通行环境袁 预防各类交通事故发生袁近
期袁 自治区公安厅交管局高速公路一支队呼
和浩特大队在辖区组织开展了 2023年第一
波次统一行动袁 期间查获了一起未取得驾驶
证驾驶机动车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遥

1月 18日上午 10时 45分袁 呼和浩特大
队指挥中心接到指令袁 一辆蒙 K牌照的黑色
奥迪轿车驾驶人驾驶证状态为吊销袁 该大队
迅速派警袁 组织辖区执勤民警在辖区各收费
站进行布控袁针对车辆颜色为黑色尧品牌为奥
迪尧牌照为蒙 K的车辆进行拦截袁最终在呼和
浩特收费站成功拦截该嫌疑车辆遥
拦截成功后袁 执勤民警对驾驶人李某的

驾驶证尧行驶证一一进行核实遥 期间袁李某在
车内进行翻找后表示驾驶证未随车携带袁执
勤民警询问其是否具有驾驶资格袁 李某称可
以出示电子版驾驶证袁并拿出手机进行操作袁
但始终未向民警出示其电子版驾驶证信息遥
随后袁 民警通过多平台进行人脸比对查

询袁在掌握其确实不具备驾驶资格后袁再次对
驾驶人李某进行询问袁 李某如实供述其机动
车驾驶证已于 2022年因醉酒驾驶机动车被
公安机关依法吊销的事实袁 本次属于无证驾
驶机动车遥
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曳

相关规定袁 民警对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证驾驶
机动车的违法行为给予罚款 1000 元的行政
处罚遥

渊解蕊冤

移形换位露马脚
违法驾驶帮倒忙

乌拉山讯 近日袁自治区公安厅交管局高
速公路三支队乌拉山大队民警在乌拉山收费
站执勤时袁 发现一辆蒙 L牌照的小型轿车在
收费站内广场更换驾驶人袁 民警立即对其进
行拦截遥经检查发现袁车内驾驶人苗某渊女冤的
驾驶证正常袁副驾驶海某渊男冤并未取得驾驶
证袁目前正在考科三袁但海某坚称自己一直没
有驾车遥 最终袁在公共视频及高速公路抓拍图
片的印证下袁 海某承认了自己无证驾车的违
法行为遥
经民警询问得知袁 因苗某最近一直没有

休息好袁人困体乏袁便把机动车交给尚未取得
驾驶证的海某驾驶袁 没想到在下高速时被执
勤民警当场查获遥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曳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袁民警对
驾驶人海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
的违法行为给予罚款 2000元并处行政拘留
15日的处罚袁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曳第二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袁对驾驶人
苗某把机动车交给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人
驾驶的违法行为给予罚款 2000元袁并处吊销
驾驶证的处罚遥

渊哈娜冤

察素齐讯 1月 22日袁自治区公安厅交管
局高速公路一支队察素齐大队民警巡逻至美
岱召收费站附近袁 准备掉头前往北京方向继
续巡逻时袁 突然看到前方有两辆车从进入高
速公路的匝道口逆行上来袁 这一幕着实叫巡
逻民警为他们捏了一把汗遥
据民警了解袁两位驾驶人系夫妻关系袁因

工作原因需从美岱召前往包头上班袁 由于妻
子对路况不熟悉袁 一大早由丈夫领路准备出

发袁不料野糊涂冶老公从收费站的北京方向下
到了高速公路主线袁这才发现不对袁于是直接
在高速公路主线上掉头逆行又回到了出发
点遥妻子见状袁竟然也野糊涂冶地和丈夫一起掉
头逆行袁 不料正好和巡逻的高速交警来了个
野头碰头冶遥

对二人在高速公路逆行的违法行为袁民
警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曳第
九十条袁叶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曳 第六十三条第三
项的规定袁对二人均作出罚款二百元尧驾驶证
记 12分的行政处罚遥

高速交警提示院 广大驾驶人朋友在高速
公路行驶时袁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驶路线袁
如果错过高速公路出口或者走错了路袁 应当
继续行驶袁选择就近的高速公路出口驶出袁切
莫在高速公路上逆行遥

渊吴可嘉 张永强冤

“糊涂”夫妻双双逆行 不料和交警撞个“满怀”

包头讯 1月 29日上午 10时 24分袁自
治区公安厅交管局高速公路三支队包头大
队民警巡逻至包头服务区时袁发现一辆蒙 B
牌照的小型轿车车辆底盘较低且车内人头
攒动遥 于是袁民警立即上前查看袁结果发现
车辆后排乘坐了 1名大人和 3个孩子袁且都

未系安全带遥 经过进一步核查袁该车核载 5
人袁实载 6人袁超员 1人袁属超员违法行为遥

驾驶人李某某称袁 他原本计划和亲属
一起回老家参加白事袁因亲属临时有事袁就
让他先载着几个孩子出发袁 他想着多一个
孩子也无所谓袁且孩子体格小不易被发现袁

于是便大胆上了路袁 谁曾想刚到服务区就
被民警发现并查获遥 随后袁民警对李某某进
行了宣传教育并依法作出处罚遥

高速交警提示院为了您和孩子的安全袁
切勿超员驾驶遥 同时袁车上所有司乘人员要
规范使用安全带遥 渊刘畅冤

超员上路不可取 交通安全莫忽视

包头讯 1月 20日 11时 20分袁自治区
公安厅交管局高速公路三支队包头大队民
警在包头收费站执勤点对一辆蒙 A 牌照
的小型轿车例行检查时袁 驾驶人无法出示
驾驶证袁只提供了行驶证遥当民警询问其驾
驶证时袁驾驶人扈某神情紧张袁说话前言不
搭后语遥民警怀疑扈某存在违法行为袁于是
通过警务通对其身份证信息进行核查袁确

定扈某驾驶证注销期间仍驾驶机动车上
路遥

在后续的处理中袁 扈某先是向民警求
情说:野过年了袁能不能罚轻点袁帮帮忙吧袁
照顾一下遥 冶后又说:野媳妇昨天没睡好袁走
半路说困得不行袁我就帮着开了一段路袁也
没敢跟家里人说驾驶证已经注销袁 怕被家
里人责备袁一直隐瞒着遥 冶希望民警通融一

下袁减轻对自己的处罚遥民警看扈某丝毫未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袁 便义正言辞地对其进
行了批评教育遥 听了民警一番苦口婆心的
宣传教育袁 驾驶人扈某深刻认识到了问题
的严重性袁 表示今后一定严格遵守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袁安全文明出行遥

随后袁 民警依法对其无证驾驶的违法
行为作出了相应处罚遥 渊刘畅冤

无证驾驶被查获 百般求情悔当初

高速交警进驾校 把好安全源头关

【违法整治】

宣传现场遥 李婧如 摄

签订廉政承诺遥 王沛元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