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5 日 袁巴
彦淖尔市临河区举
办了闹元宵社火活
动遥期间袁千人广场
舞尧河套大秧歌尧舞
龙舞狮尧 腰鼓等群
众文化活动精彩纷
呈袁 并进行了巡游
表演遥 图为民警在
巡演活动现场维护
道路交通秩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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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淖尔讯 为有效预防和减少因酒驾
醉驾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袁 巴彦淖尔市各地
公安交管部门开展打击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
动袁全力营造春运期间严查严管的强大声势袁
严防发生涉酒事故袁 全力护航春运期间群众
出行安全遥

支队尧 各大队全面分析辖区涉酒交通违
法行为和交通事故规律特点袁 加大对酒驾醉

驾尧非法改拼装尧不系安全带尧无证驾驶等交
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袁 并加大路面巡逻管
控密度袁形成严管高压态势袁力争做到一个不
漏尧一个不放袁从源头上消除交通安全隐患袁
确保辖区道路交通环境安全稳定遥
为确保行动取得实效袁 各大队根据酒驾

醉驾违法行为的发生规律袁 及时调整勤务方
式袁实行集中整治与常态化管理相结合袁采取

巡逻管控尧多点查处尧联合执法等方式袁重点
展开午间尧夜间的管控力度袁灵活变换整治地
点袁确保重点路段全天候尧无缝隙管控袁切实
提高酒驾醉驾整治的针对性尧实效性袁有效震
慑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遥

支队尧各大队加强重点场所宣传工作袁组
织民警尧 辅警积极做好驾驶人的安全教育工
作袁结合野平安春运尧交警同行冶主题宣传活

动袁面对面向驾驶人宣传酒后驾驶的危害性袁
提醒驾驶人切记野开车不喝酒袁喝酒不开车冶遥
同时袁各大队依托电视台尧报纸尧微信尧微博尧
抖音等媒体平台开展动态宣传袁 加大对涉酒
交通违法行为典型案例的曝光力度袁 提醒广
大群众杜绝酒驾违法行为袁 营造了共同遵守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尧 安全文明出行的浓厚氛
围遥 渊翟祝瑛冤

打击酒驾违法行为 护航春运出行安全

货车轮胎起火
交警紧急处置

呼和浩特讯 2 月 2 日下午袁 呼和浩
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回民区大队 G209 国
道巡逻中队民警在辖区巡逻时袁成功处置
一起货车起火事故袁保障了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遥

2 月 2 日 15 时 27 分袁 回民区交管大
队 G209 国道巡逻中队辅警赵国强尧 张鹏
巡逻至 G209 国道呼武新公路下行线 424
公里处时袁发现前方一辆晋 F 牌照的中型
仓栅式货车尾部冒出滚滚浓烟袁并有火苗
不断蹿出袁车身明显向右侧倾斜遥 赵国强
判断是货车轮胎着火袁 如果车辆继续行
驶袁后果不堪设想遥赵国强尧张鹏立即向副
大队长王平原汇报情况袁 随后截停了货
车遥这时袁副大大队长王平原赶到现场袁迅
速拨打了 119 报警电话袁 并带领赵国强尧
张鹏开始处置火情遥

由于火势迅猛袁民警使用多个灭火器
进行灭火袁但火势仍然没有得到控制遥 眼
看大火已经烧到车上的货物袁王平原找来
铁锹用沙子进行灭火遥 紧急关头袁消防救
援人员赶到现场袁成功将火扑灭遥之后袁王
平原带领赵国强尧张鹏等人帮助驾驶人对
车上货物进行了转运遥

渊张翰廷冤

偶遇走失群众
交警送其回家

巴彦淖尔讯 2 月 5 日 20 时许袁巴彦
淖尔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临河区大队公路
巡逻一中队民警正在 311 省道巡逻时袁突
然发现有一位步履蹒跚的男子穿梭在过
往的车辆当中袁情况十分危险遥

于是袁民警立刻停下警车袁将该男子
带离危险路段遥 民警询问得知袁该男子要
去狼山二中袁 但当时的位置已经超过狼
山二中两公里袁男子语无伦次袁而且腿部
有残疾遥 看着神情紧张的男子袁民警一边
安慰他袁 一边将其带上警车送往狼山二
中遥

警车很快到达狼山二中附近袁刚到村
口袁正好遇到前来寻找该男子的家人遥 家
人说该男子精神有些问题袁下午发现他走
失以后袁家人一直在寻找遥 该男子的家人
激动地对执勤民警连连道谢袁民警临行前
嘱咐院野今后一定要照看好他袁国省道车辆
较多袁车速也快袁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袁后果
不堪设想遥 冶

渊刘子菁冤

科右前旗交警
上好“开学第一课”

科尔沁讯 新学期来临袁 为进一步提
高中小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和文明出行
意识袁2 月 6 日袁 兴安盟公安局交管支队
科右前旗大队民警走进科右前旗第二小
学开展野开学第一课冶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袁
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遥

课堂上袁宣传民警结合典型交通事故
案例袁 详细宣讲了相关交通安全常识袁并
给同学们讲解了乘坐电动车不佩戴安全
头盔尧乘坐机动车不系安全带等交通违法
行为的危害遥 民警倡导同学们充分发挥
野小手拉大手冶作用袁将课堂上学到的交通
安全知识带给家长和亲戚朋友袁大家共同
参与文明交通行动遥此次活动收到了良好
的宣传效果袁 赢得了广大师生的一致好
评遥

渊李悦 董晓艳冤

呼和浩特讯 为让广大群众度
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元宵佳节袁2 月
1日下午袁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管
支队新城区大队民警尧辅警走进恼
包村开展交通安全宣讲活动袁营造
了浓厚的交通安全宣传氛围遥

期间袁民警尧辅警向商贩尧游玩
市民尧演艺人员发放道路交通安全
宣传手册袁讲解典型交通事故案例
以及货车载人尧超速行驶尧酒后驾
驶尧无证驾驶尧三轮汽车和摩托车
驾驶人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
法行为的危害袁提醒广大群众牢固
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袁养成安全文明
出行的交通习惯袁自觉遵守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袁抵制各种交通违法行
为袁远离道路交通事故危害遥

渊王永明 沈凯宇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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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针对春运后期道路交通安全形势袁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玉泉区大队
夯实野减量控大冶具体措施袁加大对客运
班车尧农村面包车尧危化品运输车辆的路
检路查袁预防群死群伤事故的发生袁创造
良好的交通秩序遥

渊张吉平冤

姻元宵节期间袁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
管支队土默特左旗大队民警尧 辅警借助
民俗社火活动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袁
全力优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袁 营造了安
全尧祥和的节日氛围遥 活动中袁民警尧辅警

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尧摆放宣传展板尧面对
面宣讲典型交通事故案例等方式给群众
讲解酒后驾车尧骑乘摩托车尧电动车不佩
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袁
呼吁广大群众自觉抵制交通违法行为袁养
成文明出行的良好习惯遥 渊张顺和冤

姻近日袁赤峰市巴林右旗公安局反恐
怖和特巡警大队以实际任务为出发点袁
积极开展模拟测警训练遥 训练中袁队员们
精神饱满尧动作规范尧处置迅速遥 大队对
处警人员警容着装尧语言规范尧装备携带
等情况进行全程检查袁 对发现的问题当

场纠正袁确保每名队员牢记在心尧熟练掌
握袁确保每个执法流程尧执法细节合法尧
安全尧规范遥 渊苏日娜冤

姻近日袁阿拉善盟公安局交管支队高
新区大队结合春季道路交通特点袁 严查
严处酒驾醉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遥 期
间袁 大队在辖区重点路段规范设立临时
检查点 ,对过往车辆做到逢车必查袁形成
严查严管高压态势袁 全面消除交通安全
隐患遥 同时袁民警对过往车辆驾驶人进行
宣传教育袁积极营造野喝酒不开车尧开车
不喝酒冶的良好氛围遥 渊侍晓雪冤

陕坝讯 为进一步提升优化群众安全出
行环境袁 规范非机动车交通行为袁2月 1日袁
巴彦淖尔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杭锦后旗大队
在城区范围内开展了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
为专项整治行动遥
行动中袁 大队根据车辆违法行为的规

律袁科学部署警力袁采取定点执勤与流动巡
逻相结合尧 日常管理与集中治理相结合尧劝
导与处罚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袁重点对非机动
车逆行尧闯红灯尧未按规定车道行驶尧违法停
车及驾乘人员未佩戴安全头盔等行为进行
查处纠违遥 执勤过程中袁民警对于存在较大

安全隐患的交通违法行为予以严厉查处袁对
轻微违法行为以警告尧劝导尧教育为主遥

下一步袁杭锦后旗交管大队将常态化开展
非机动车交通违法治理尧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
作袁全力营造文明尧安全尧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袁
为提升城市文明形象做出积极贡献遥 渊杨丹冤

杭锦后旗交警开展非机动车劝导整治行动

民警给游客宣讲交通安全常识遥

牢记交通安全 欢度元宵佳节

坚守保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