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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交警

本报讯（通讯员 黄盛剑 宓
水旺）金风送爽，天高云淡，在这
个硕果累累的美好季节里，第二十
二届中国塑料博览会在我市如期召
开。11月2日至7日，为保障塑博
会期间的交通安全、有序、畅通，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科学安排，周密
部署，圆满完成塑博会期间的交通
管理工作。

塑博会期间，市公安局交警大
队在塑博会安全保卫总指挥部的统
一领导下，成立由大队主要负责人
和秩序、江南、江北等中队组成的
交通安全保卫组。11月1日，交
警大队召开专题交通安保工作部署
培训会，大队领导逐岗逐点解读、
部署各项工作任务。对组织领导分
工、相关重要活动及线路安排、工
作措施等作了具体部署，确保塑博
会安保工作万无一失。

为保塑博会期间的道路通畅，
11月2日至7日，交警大队江北中
队联合综合行政执法、市场监督管
理等部门，对塑料城周边道路尤其
是兴诚路和新建北路的交通秩序进
行集中整治；对乱停乱放影响交通
的车辆加大整治力度，要求社会车
辆停放至舜汇路桥东侧临时停车
点；对严重影响道路畅通的予以强
制拖离。塑料城周边道路如有轻微
交通事故发生，交警将采用就近快
速处理程序，请当事双方互留电
话，现场拍照后立即靠边，报警后
自行前往理赔中心处理，做到尽量
不影响正常通行。

11月 4日，塑博会开幕当天
上午9:00-10:00，禁止一切与塑
博会无关的车辆在舜达西路通行。
同时，禁止0.8吨及以上货车在舜
宇路至北环东路的新建北路上行

驶。并且采取临时停车限止措施，
对工作、宣传、乡镇（街道）组团
车辆及设备紧急用车等按指定区域
停放。当以上停车场地饱和时，车
辆一律停至中江浅水湾一期北首桥
至兴诚路路段。对出现乱停乱放车
辆及时引导至舜汇路桥东侧临时停
放点，对严重影响道路畅通的车辆
予以强制拖离，确保塑料城周边主
要道路如新建北路、北环西路、兴

诚路 （特别是瑞云学校上放学时
段）、舜科路、舜达西路以及梁周
线等道路和路口的安全、畅通、有
序。

今年塑博会以“创新赋能产
业，绿色引领行业”为主题，以一
流理念、一流标准、一流服务，使
本届塑博会更加精彩、更富实效。
共安排了两项主要活动和三项配套
活动，共设展览面积 4.2 万平方

米，展位2000个，设塑料原料、
塑料机械、机床模具三大展区和三
大主题展馆、两大主题专区，共有
386家企业参展。塑博会期间，客
商云集，车流量集中，交通管理压
力相当繁重。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根
据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治理方
案，重点加强对静态交通的管理与
疏导，确保塑料城周边主要道路安
全、有序，畅通。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圆满完成塑博会交通管理工作

11月4日上午，江北中队队长周方洲带领执勤人员，在塑博会现场周边维护交通秩序。 通讯员 余警摄

余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0年11月12日

机动车驾驶人因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被依法
扣留车辆，经本大队通知未前来接
受处理。现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一百一十二条，《道路交通事故处
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四条之规定，请
有关车辆驾驶人（所有人、管理人）

在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持被扣留机
动车的合法证明及相应手续到处理
机关（见下表）接受处理及领取，逾
期仍不来接受处理或领取的，将对
扣留的车辆依法处理（详见余姚市
政 府 信 息 公 开 网 http://www.yy.
gov.cn/col/col131674/index.html）。

处理机关 地 址 联系电话

余姚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南雷南路558号 62866710

低塘交警中队 周东联通北路50号 62866840

临山交警中队 临山镇车站东路23号 62866861

马渚交警中队 马渚镇东一路47号 62866821

丈亭交警中队 鲻山东路140号 62866801

梁弄交警中队 梁弄镇镇北路2号 62866851

陆埠交警中队 陆埠镇车站路29号 62866811

泗门交警中队 泗门镇湖心江路18号 62866820

关于暂扣机动车辆逾期未处理
及发生交通事故未及时领取车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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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宓水旺

今年4月，我市出征武汉的第
三批10名医护人员载誉归来。从
杭甬高速公路梁辉道口北出入口开
始，市公安局交警大队17名铁骑
队员身穿酷炫的骑行服，其中16
辆摩托车分列东西两侧，1辆引道
车行驶在正中央，当大巴车从高速
出口驶出时，所有队员齐刷刷地敬
礼致意，随后驾驶警灯闪烁的重型
摩托车，为援鄂医疗队员乘坐的大
巴开道护航，他们以精湛的驾驶技
术一路护送至目的地。这是一座城
市迎接英雄的最高礼遇，这是铁骑
队员向白衣战士最隆重的致敬。

朱百江就是那辆闪烁着警灯开
道的头车。朱百江，男，37岁，
身高一米八，从警4年，一直坚守
在交通管理岗位上。4年前，余姚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决定组建铁骑机
动队，朱百江主动报名要求参加，
经过考核，他各方面成绩优异，成
为第一批铁骑队员。

“队伍刚组建的时候，有的队
员还没有摩托车驾驶证，虽然我开
过轻型摩托车，但对这样的重型摩
托车也充满了畏惧，担心翻车受
伤。”朱百江回忆说。

为了让大家安心驾驭这匹“烈
马”，朱百江做足了准备。虚心向
一位骑惯大排量车的同事请教，早
上提前一个小时上班，中午和晚高
峰后，别人休息时，他也要偷偷在
大队广场里练上几圈。很快，他的
技术有了长足进步，并且还能进行
简单维修、保养。

铁骑机动队除了每天的日常巡
逻，还要承担特殊时段的交通秩序
维护和应急处置，工作强度可想而
知，但最主要是要有过硬的技术。

“在日常勤务中，铁骑队员常常要
驾车从两车之间的空隙穿过去，而
我们驾驶的春风650型重型摩托自
身宽度就有半米左右，往往担心与
汽车碰撞而不敢这么做。我知道自
身的不足，就加大了这方面的训练
强度，在地上划出一米宽度的空

间，反复训练驾车穿越，然后逐步
缩小宽度，渐进式地克服心理障
碍，现在我们多数铁骑队员能从相
隔60厘米的汽车间通过。”朱百江
说。

铁骑队员看似威风帅气，实则
工作条件艰苦。朱百江他们路面执
勤时，头盔、骑行服以及其它全套
装备穿在身上，有三四公斤重。夏
天的烈日下，铁骑队员犹如蒸桑
拿，十几分钟就全身湿透；冬日的
寒风将他们的下巴、四肢冻得发
麻，但是他们从无半句怨言。

朱百江为人正直，乐于助人，
受到单位同事和广大群众一致好
评。去年5月7日上午，朱百江在
梨洲街道古乍线巡逻时，发现一位
70岁左右的老太太迷路了，他热
情上前询问，老太太称自己是从乡
下到城区来女儿这里，不料下车后
找不到女儿的家了。朱百江问明情
况后，把老人扶到警务岗亭内休
息。经过安抚，老人回忆起自己将
女儿的电话号码写在纸上，而纸条
就放在口袋里。经联系，老人的女
儿及时赶到警务岗亭接走了老母
亲。

今年7月8日傍晚，朱百江在
城区南雷南路晚高峰值勤时，发现
一名两三岁的小男孩正独自一人横
穿马路，面对川流不息的车辆，险
象环生。为避免发生意外，朱百江
立即冲过去把小孩抱了起来。因小
孩年纪尚小，口齿不清，只能听出
是某幼儿园的小朋友。朱百江立即
通过中队领导联系幼儿园负责人查
找孩子家长。此时，孩子奶奶正在
附近急切地寻找自己的孙子，当老
人发现孩子安然无恙在交警岗亭内
时，急忙走了进来，并连声向朱百
江道谢。

朱百江用行动弘扬社会的真善
美，不断传递文明和谐的正能量。
他工作踏实认真，多次超额完成中
队布置的各项任务，连续三年荣获
市公安局优秀辅警等荣誉称号。

下图：11月6日上午，朱百江
在广安路对违停车辆进行抄告。

一骑当先强服务
——记交警大队江南中队“铁骑”队员朱百江

红绿灯下

全市货运车驾驶员朋友：
你们好！
平安出行、安全回家，是家人对你们的祝

福，也是全体公安交警的殷切期望。一直以
来，你们靠双手辛勤努力，为家庭幸福和社会
发展做出了贡献，今年12月2日是全国第九个
交通安全日，值此“12·2”来临之际，特向
你们致敬！

道路交通事故是“马路杀手”，给许多家
庭带来了无尽的痛苦，这其中不少是由于货运
驾驶人疲劳驾驶，车辆超速、超员、超载、违
法载人导致的。今年10月，全国发生多起10
人以上死亡的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举国伤
痛。为了悲剧不再重演、为了亲人不再流泪，
余姚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在此提醒广大货运驾驶
员朋友及家人：

一、认真学习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和行车安
全常识，驾车前充分休息，不疲劳驾驶；不超
速、不超载，不酒后驾驶，不驾驶安全技术性
能不符合标准的车辆，确保行车安全。

二、违法载人祸害大，害人害己害家庭；

货车驾驶员不要讲一时义气、行一时方便、图
一点利益而违法载人。

三、秋冬季节恶劣天气较多，交通安全风
险较大，驾驶车辆时要时刻注意观察前方道路
及交通情况，不接手机，不与同车人员交谈。
遇有情况提前减速，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发生
危险。

四、危化品车辆驾驶员一定要按照安全资
质要求，操作规范，保持车况良好，在规定的
路线与时间内行驶，确保车辆运输安全。

近年来，全市公安交警部门不断加大交通
安全宣传教育的工作力度，但你们的自我警
醒、家人的提示和温馨劝导，胜过我们的千言
万语。为了你和家人的幸福，为了大家的平
安，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营造“人人争做交
通文明使者，人人争做交通安全模范”的浓厚
社会氛围，为打造平安、畅通、和谐的道路交
通环境做出我们的贡献。

谢谢你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余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0年11月

致全市货运车驾驶员的一封信
本报讯（通讯员 宓水旺）为进一步提升

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防范和遏制交通事故
发生，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根据上级公安部门的
安排与要求，向全市广大驾驶员朋友发起“文
明开车我参与”活动，并发出倡议书如下：

一、从我做起、从每一个交通行为做起，
文明驾驶、文明停车，遵守交通法规，遵守交
通信号，服从交警指挥；

二、做到“礼让斑马线”，开车不穿插
“加塞”、不使用手机、不吸烟，不违法停车，
文明使用车灯，不向车窗外抛物，不违规鸣
号，主动避让救护车等特种车辆，守护生命通
道，驾车时系好安全带、并劝导前后排的人都
系安全带，不酒后开车、并劝阻其他人不酒后
开车；

三、积极参加文明交通志愿行动，参加街
道、村镇、社区文明交通公益活动，主动劝阻
不文明交通行为，自觉抵制交通陋习，促进文
明和谐交通建设。

该活动从今年11月起到明年6月结束，
届时将评选出20名宁波市级优秀驾驶员进行
表彰。欢迎专业运输企业、客运服务企业以及
全市广大驾驶员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为文明交
通助力，为文明城市添彩。

请全市各单位及驾驶员朋友积极行动起来
参加此项活动，可直接联系交警大队政工监察
室405办公室，联系电话：62866686，联系
人：宓老师。

交警大队开展“文明开车我参与”活动

违法日期

10月18日

10月4日

10月1日

10月14日

10月15日

10月4日

10月22日

10月4日

10月18日

10月14日

违法人

戚某建

安某盼

罗某文

池某录

方某凯

杨某

黄某

朱某

夏某杰

宋某明

车辆类型

小型汽车

小型汽车

小型汽车

小型汽车

小型汽车

小型汽车

小型汽车

小型汽车

小型汽车

小型汽车

车牌号

浙BZ7S12

陕A52ZG3

贵FLF179

浙B1JK78

浙BF329A

浙B8C3G6

浙B1Z7E8

贵J2U270

浙BJ9L71

浙BN9T07

酒精值

218

181

170

157

143

135

124

119

114

105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号牌号码

浙DD01927

浙B75ZD8

苏E69KG8

浙BFX002

浙B192EW

浙B3S95Z

苏G2J966

浙B1F37V

浙B6B85S

浙BC836Y

名称

绍兴分某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杨某华

张某

常某孝

金某章

刘某

刘某慧

刘某松

宁波明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余姚市树某塑料制品厂

次数

6

5

5

4

4

4

4

4

4

4

10月份多次闯红灯违法车辆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