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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陈力 张徐菲 孙杰

王国平今年 !" 岁，#$$% 年 & 月
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参加公安工作。多
年来，一直在富阳交警大队城区中队
负责交通秩序管理。#$'! 年 (( 月起，
他担任城区中队太平岗负责民警。

太平岗辖区点多、面广、线长，特
别是 %$) 省道作为富阳城区西向主
要出口，车流量巨大，加之道路的封
道修建致使路面狭窄，极易引起交通
事故和拥堵。

针对这种情况，王国平经过多次
实地勘察，仔细论证，采取在 %$) 省
道重点路段、时段定人、定位的办法，
带着岗组成员时时守候在各交通梗
阻节点，在东方茂圆盘、西站出口、大
青立交桥、春建路口沿线进行管控，
使城区西向交通拥堵现象得到有效
缓解。

为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城区
交通环境，白天，王国平上路纠违、排
查隐患，参加电动车、网格化排查“两
客一危”等各种整治行动；夜晚，人们
进入梦乡时，他和警组成员还在忙

碌，或开展酒驾整治，或在 %$) 省道严
查超载车辆。

针对 %$) 省道路段工程车辆超载
严重情况，王国平经过认真思考，制
定整治方案。经请示领导同意后，该
路段实行“错时错峰”和“猫鼠同步”
工作机制，在清晨、中午、夜晚，不定
时持续对“集装箱”式货车、超载工程
车进行整治，使工程车超载现象大为
减少。

今年以来，王国平共查处机动车
违法行为 (%#& 起，非机动车违法行为
"*+ 起。此外，他还开具强制凭证 #(*

起，其中查获未年检车辆 )# 起，查获
涉牌涉证车辆 #* 起，查获饮酒驾车
(& 起，醉酒驾车 * 起。

就这样，王国平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奋战在交警一线，他用他的行
动，展现了一名老交警的风采，全力
保障了城区畅通、安全的交通环境。

护航G20峰会
富阳交警持续开展电动自行车整治

通讯员 陈力 张徐菲

) 月以来，我区交警持续在辖区范围内的乡道、村道、城区主要道路开展电动车集中统
一整治行动，为 ,#- 峰会顺利召开保驾护航。据统计，) 月. 我区交警共查获电动车违法
%+!( 起，其中电动车载人 *$$ 多起，逆向行驶 )$$ 多起，骑快车道 %$$ 多起，闯红灯 !$$

多起。

对电动车违法“零容忍”

) 月 (! 日上午 ($ 时许，笔者在
恩波大道新车站门口看到，一辆电
动车由南往北逆向行经此处。“你逆
向行驶已经违法，需要接受处罚。”
民警将车拦下后，对骑车人小刘进
行安全教育，并按相关规定对他罚
款 #$ 元。小刘一脸羞愧，乖乖认罚。

在新车站的交叉路口，每当有
电动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骑车带
人等违法出现，交警都会拦车，教育
当事人并予以相应的处罚。“听说，
现在在脚踏板上装货都要被处罚
了。”市民张女士说，这一个多月以
来，交警来真的了。现在上街，随处
可见执勤的交警，执法力度也提高
了。她说：“交警严格执法是好事，目
的是让我们出行更安全，我非常支
持。”

交警部门相关负责人说，自开
展电动车集中统一整治行动以来，
全区交警出动，对电动车各类交通
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一
线执法交警称，虽然工作量增加了
不少，但还是希望通过严厉查处来
提高电动自行车驾驶员的安全意
识，营造良好的电动自行车驾驶环
境。

交警人性化执法

除了对电动车违法行为严厉查
处之外，我区交警还广泛开展电动自
行车交通安全宣传。富阳交警大队向
广大交通参与者分发交通安全知识
小册子，播放自制的电动自行车安全
教育宣传片。在处罚中，以“宣教为
主、以理服人”为原则，坚持宣传教育
引导与处罚相结合，既坚持从严管
理，又坚持“文明、规范、理性”的人性

化执法。
在查处过程中，按照严格、公正、

文明、规范执法的总要求，执勤民警
配齐配足单警装备，佩戴执法记录
仪、警务通上路，对电动自行车交通
违法行为进行有效取证，让电动自行
车违法驾驶人心服口服。对电动自行
车违法者，向他们宣传有关法律法
规、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对电动

自行车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予以口头
教育放行，体现人性化执法，得到驾
驶人的理解和支持。

交警大队负责人表示，加强对电
动自行车的管理，是保障人民生命安
全的重要举措，是城市交通管理的需
要。交警部门将作为一项长期的工
作，坚持不懈地抓下去，确保抓出实
效。

交警城区中队王国平

平凡岗位 默默坚守

简 讯
!) 月 %$ 日下午，交警新登

中队在 %$) 省道松溪至乘庄段开
展电动自行车违法整治行动。队
员们在查处违法行为的同时，对
当事人进行交通安全教育，做到
查处一起，教育一起。（蔡士强）

!) 月 #& 日晚，交警场口中
队联合大源中队，一边利用视频

远程监控，一边现场蹲点跟踪，
在鹿山大桥设卡拦截，对经常停
在蒋家村路段的运输车开展突
击整治。通过全体参战人员的通
宵值守，共查扣严重超载管桩运
输车 ! 辆、其他半挂运输车 # 辆。

（钱军）

! ! ! !王先生：前几个月，公安部
出台新政，60岁以上驾驶员每年
交的健康表改为 70岁以上交。
请问，今年 2016年就实施吗？

交警：今年 ! 月 ( 日起已实
施：年龄在 +$ 周岁以上的机动
车驾驶人，应当每年进行一次身
体检查，在记分周期结束后三十
日内，提交县级医疗机构出具的
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

孙女士：我的驾照去年 4
月 14日到期，已超过一年多。原
来在杭州办理的，现在人在外地
工作，户口也迁往外地，现被告
知申请恢复需要重新考科目一，
并且要到杭州考。我目前怀孕行

动不便，请问多久以内重新申请
有效？还有科目一考试需要预约
吗？要的话提前多久预约？怎么
预约？

交警：按目前政策，驾驶证
有效期满后一年内按正常流程
申请换证，一年后三年内考试科
目一通过期满换发驾驶证。无需
预约，到现场有足够的考试及制
证时间就可。本人携带有效身份
证原件及复印件、驾驶证原件、
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
构出具的驾驶员身体条件证明、
一寸白底彩色免冠正面非制服
照片 % 张，至富阳车管所（银湖
街道高桥西路 128号）办理。

你问我答

交通小知识

哪些车容易自燃？如何预防
汽车自燃？自燃时如何自救？夏
季来临，交警为大家讲述汽车自
燃自救、处理、预防等要点。

什么车最易自燃？
车龄超过四年的“老爷车”。

车龄超 ! 年的老、旧车最易出现
线路问题。

货车是自燃案件的高发车
种。在自燃案件中，近 )$/是货
车自燃案件。货车存在线路改
装、超负荷驾驶、载运易燃货物
等问题，因此易发生自燃。货车
起火案件中，因货车超负荷驾驶
外加运载的易燃物品摩擦起火
导致自燃比例较高。

轮胎也会导致自燃。根据热
胀冷缩原理，夏季车辆轮胎会因
高温胀气爆破。爆胎引起自燃大
多是货车，因货车长期在路上
跑，轮胎高负荷运行，并且部分
货车还存在着超限超载，以致轮
胎承压过重，会让汽车非常危
险。

什么时间最易自燃？
除了午后，夜间也是高发

期。午后高温，极易导致汽车电
流短路，致其起火。而夜间起火
的大多是超负荷行驶的货车或
是存在路线改装问题的车辆，因
行驶时间过长，车辆没有休息，
导致车厢气温过高线路短路，从
而引发自燃。

如何预防车辆自燃？
看一看：千万不要有冒烟
机罩边隙处和仪表台附近

如果冒出蓝色或黑色浓烟，仪表
盘水温警示灯变亮，那就是自燃
先兆。

闻一闻：有焦糊味要查原因
如果闻到有破鞋子、破皮革

的臭味，立即停车靠边检查。
找一找：易燃物品要清理
在高温情况下，香水、杀虫

剂，还有一次性打火机等易燃物
通通都得清除。另外，路边有易
燃物的，停车时也要注意做到

“退避三舍”。
防一防：防火措施要装好
车内装饰材料要防火，灭火

器也不能少；油路要勤检查，底
盘漏油不得了；老龄车和改装
车，要常常给线路“体检”；停驶
后，一定要关闭发动机。

避一避：车辆行驶避高温
高温下开久了，车也会累。

高温下开车要注意多休息，躲避
太阳的暴晒。

车辆自燃时，如何“自救”？
车辆发生自燃时，车主难免

慌张。在立即拨打救援电话的同
时，及时开展自救措施才是王
道。在高温之下突发意外时，五
条“自救大法”助你定心神：

手背试温法：发动机起火冒
烟时，可先用手背试一下机器盖
子的温度，如烫手，一定不能立
刻打开盖子。一旦打开盖子，相
当于给火补氧。

泼水降温法：当机器盖子温
度过高时，可泼水降温，也可将
衣服弄湿盖在上面。

学用灭火器：灭火时，应对
准油箱和燃烧的部分降温灭火，
避免爆炸。离火点约 ) 到 + 米开
始喷射，在 ' 到 % 米时停止前
进。

离车逃身法：汽车在行进过
程中，司机发现车头部分冒出火
苗或者黑烟时，应立即靠边停
车，然后熄火，迅速离开。因为关
闭电源能够迅速断开油泵，减少
汽油燃烧。

循序渐进法：车主在查看火
情时，应先将发动机盖打开一条
小缝，过一会儿，再慢慢全部打
开，并用灭火器进行扑救。

夏季汽车如何防自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