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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5日袁 公安部召开紧急视频会议袁部
署全国公安交管部门汲取教训尧举一反三袁进
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袁 精准分析道路
交通安全风险袁 提前做好恶劣天气交通应急
管理和防范袁深入推进人尧车尧路等突出隐患
排查治理袁严管野两客一危一货冶尧6座以上小
客车等重点车辆袁严查野三超一疲劳冶尧酒驾醉
驾等严重违法行为袁 广泛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警示提示袁严防发生群死群伤道路交通事故袁
坚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遥
会议通报了安徽野2窑2冶沪渝高速铜陵段

较大事故情况以及湖南野2窑4冶许广高速长沙
望城段多车相撞事故情况院2月 2日 18时 50
分许袁 驾驶人杨某驾驶一辆河南牌照重型货
车袁在行驶至沪渝高速路段袁因涉嫌严重疲劳
驾驶袁与前方排队缓行的广东牌照小型轿车尧
江苏牌照小型轿车尧 湖北牌照小型轿车三车
相撞袁造成湖北牌照小型轿车 4人当场死亡曰
2月 4日 17时 10分许袁在许广高速南往北方
向 676公里路段袁 先后发生 5起多车追尾事
故袁共涉及车辆 49辆袁已造成 16人死亡袁66
人受伤袁20人轻微伤的较大交通事故遥

会议指出袁从近期全国交通形势看袁整体
情况总体平稳袁但是交通事故情况不容乐观遥
自春节假期结束以来袁 全国共接报 3人以上
较大事故 32起袁同比下降 12.1%袁5人以上交
通事故 5起袁同比增加 1起袁10人以上交通事
故 1起袁同比增加 1起遥 特别是 5起 5人交通
事故均发生于春节假期后的 1个星期之内袁
交通事故风险持续攀升袁 交通安全形势不容
乐观遥
会议要求袁 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部

领导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袁 精准把握春运后半

段返程客流高峰的交通特点袁 进一步加强分
析研判袁突出道路管控袁排查道路隐患袁强化
宣传提示袁严格规范执法袁全力防范群死群伤
事故风险袁 全力维护春运安保期间道路交通
安全形势平稳遥 特别是要做好春运后半段交
通安保工作袁紧盯学生返校尧货车复工复产尧
农民工返程等关键时间节点袁 有针对性开展
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袁 严防发生重特大交通事
故袁为接下来的全国野两会冶安保奠定坚实基
础遥

渊公安部交管局网站冤

公安部交管局：坚决防范群死群伤道路交通事故

警灯护花灯
警心暖民心

元宵节期间袁鄂尔多斯市交警坚守岗位袁
穿梭在车水马龙间袁 用责任和担当守护着元
宵佳节的温暖祥和遥

2月 5日下午袁 达拉特旗市政广场西入
口处袁 一位抱着孩子的妇女向在此处疏导交
通的开发区中队辅警李小忠求助袁 称她从外
地赶来与亲戚一起过节袁 但因人多又不熟悉
路况与亲戚走散袁自己又没带手机袁情急之下
只好向交警求助遥李小忠一边安抚该女子袁一
边拿出自己手机袁 帮助该女子拨通了亲戚的
手机袁该女子终于与亲戚取得了联系遥

2月 5日 20时 55分袁一名少女牵着一名
3岁的小男孩儿来到准格尔旗银河路口执勤
民警面前袁说这个小男孩与家长走散袁好心的
少女就领着小男孩儿前来向交警求助遥 见此
情景袁 执勤民警立即将情况汇报给大队指挥
中心袁并通过微信群尧微信朋友圈发布信息袁
找寻小男孩儿的父母袁 并询问男孩儿是否记
得家长电话尧家住哪里袁但孩子太小袁无法提
供家人的具体信息遥随后袁民警抱着男孩儿来
到交警岗亭袁等待其家人遥 十几分钟后袁一位
女子急匆匆向交警岗亭方向赶来袁 经确认该
女子确系小男孩儿母亲袁 民警再三叮嘱其一
定要照看好孩子袁 孩子的母亲对民警的帮助
表示由衷的感谢遥

2月 5日袁 达拉特旗交管大队岗勤三中
队民警尧 辅警在白塔公园路口指挥疏导交通
时袁一名群众跑过来求助袁说白塔公园旁边某
KTV内袁一男子酒后出现休克现象袁现已昏
迷倒地不起遥 了解情况后袁执勤民警尧辅警程
瑞刚尧赵成龙尧郑鑫龙 3人迅速赶到现场袁发
现一男子平躺在地无法叫醒袁 随即他们立即
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遥 片刻后医护人员到达
现场袁辅警赵成龙将昏迷男子背上了救护车袁
并联系其家属告知情况袁 民警将该男子护送
到医院等家属赶到后才离开遥

2月 5日晚上袁 达拉特旗白塔公园东门
路口处袁 一名学生慌慌张张地向路口执勤交
警求助袁称其手机落在出租车上遥 野你电话号
多少?冶 执勤民警立即用自己的手机打了过
去袁 手机无人接听遥 民警立即截停一辆出租
车袁向司机讲述了学生遗落手机的事情袁请这
位司机通过出租车司机微信群帮忙发送一条
信息院野我们在白塔公园东门路口袁 有一位学
生的手机落在出租车上了袁 麻烦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遥 冶不到 10分钟的时间袁一位出租车司
机将手机送了过来遥 当这位学生从司机手里
接过失而复得的手机时袁 向执勤民警和两位
出租车司机深深鞠了一躬表示感谢遥

渊赵晓光冤

开展主题宣传
护航平安春运

阿拉善讯 为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
的发生袁积极营造安全尧畅通尧文明尧有序的道
路交通环境袁确保道路交通安全形势稳定袁阿
拉善盟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区大队结合当前
实际袁开展以野平安春运窑交警同行冶为主题的
宣传活动袁 积极营造浓厚的交通安全宣传氛
围袁 大力提升辖区群众的安全意识尧 文明意
识遥
活动中袁 民警向居广大群众宣讲春运期

间出行安全注意事项和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袁
讲解了 野一盔一带冶野生命无价窑酒后禁驾冶等
相关的交通安全知识袁 解答了群众提出的有
关交通安全方面的问题袁 倡导辖区群众自觉
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袁 共同打造春运期间
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遥 渊侍晓雪冤

呼和浩特讯 截至 2022年底袁全区机动
车保有量达 768.43万辆渊不含拖拉机冤袁比上
年增长 4.69%遥 呼和浩特市机动车保有量突
破 138万辆袁达 138.57 万辆袁全区机动车保
有量超 100 万辆的城市还有赤峰 132.58 万
辆曰50万至 100 万辆之间的为鄂尔多斯市尧
包头市尧通辽市尧呼伦贝尔市遥全区新能源汽
车保有量为 6.67 万辆 袁 占汽车总量的
0.94%袁比上年同期增长 107个百分点袁保持
持续显著增长态势遥 截至 2022年底袁全区共
办理机动车转让登记业务 39万笔袁 比上年

上升 6.47%遥 其中袁跨区转移 27.62万笔袁比
上年增加 11.19%遥 2022年袁全区二手汽车转
让登记 34.44万笔与汽车新车注册登记数量
的比值为 0.91袁比上年增加 0.16袁近年来呈
现连续上升态势袁反映出二手车交易市场日
益活跃遥
截至 2022年底袁 全区机动车驾驶人数

量达 894.27万人袁比上年同期增加 31.50 万
人袁增长 3.80%遥 其中汽车驾驶人 859.64 万
人 袁 比上年同期增加 31.50 万人 袁 增长
3.80%遥 其中袁赤峰市尧呼和浩特市尧包头市三

市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超 100万人遥
截至 2022年底袁 全区公安交管部门深

化便民利企改革袁持续推进车驾管业务野网
上办 冶袁 共线上办理车辆和驾驶证业务
479.96万次袁比上年同期增长 1.05%遥 其中袁
互联网选号 4.99万次袁 同比增长 6.99%曰通
过互联网发放机动车临时号牌 15.71 万副袁
同比下降 21.51%曰 线上核发免检标志 68.24
万个袁同比增长 36.03%曰补换领牌证尧驾驶证
等 38.58万本袁同比增长 34.05%遥

(刘芳廷冤

2022年我区机动车保有量达 768.43万辆

小细节关乎大安全

近日袁 巴彦淖尔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临
河区大队组织民警深
入客运企业开展了以

野小细节关乎大安全冶
为主题的交通安全宣
传活动遥 民警给正在
候车的乘客详细讲解
了安全带的防护作
用袁 并提醒客车驾驶
人在发车前检查乘客
是否系好安全带袁确
保群众出行安全遥

陈秀宇 摄

锡林郭勒讯 2月 5 日袁元宵节袁锡林
郭勒盟各地举行了盛大的焰火晚会遥 广大
群众看表演尧赏烟花袁到处洋溢着欢乐喜庆
的气息遥为确保各项活动顺利进行袁保障辖
区群众安全有序出行袁 锡林郭勒盟各级公
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尧 精心组织尧 多措并
举尧落实责任袁圆满完成了 2023年元宵节

交通安保任务遥
针对元宵节期间人员密集度高尧 车流

量大尧安全风险性高的特点袁锡林郭勒盟各
级公安交管部门结合实际袁 研究制定交通
安保方案袁合理安排勤务袁科学部署警力袁
全力以赴投入到交通安保执勤工作中遥 期
间袁全体民警尧辅警通力协作尧恪尽职守尧文

明执勤尧规范执法袁严格按照部署要求袁扎
实开展秩序维护尧交通疏导等工作袁从严落
实执勤点位警戒尧交通管控等各项措施袁加
大动态管控尧分流引导袁强化交通指挥尧应
急备勤工作袁确保社会面秩序平稳有序袁为
辖区广大人民群众欢度元宵佳节构筑了一
道安全防线遥 渊哈斯木其尔冤

锡林浩市交警疏导交通遥 王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