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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黄河河北北、、南南部部山山区区死死亡亡事事故故多多发发
济南上半年120起致死交通事故显示，摩托车、电动车事故超一半

近日，济南市历下、市中、历城、天桥、槐荫五区公布了辖区上半年致人死亡交通事故数据。记者梳理这些数据发现，，120起死亡事故中有
八成以上的死亡事故涉及二三轮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或行人。二环外区域，特别是黄河以北、南部山区成为交通事事故高发地。

本报记者 王兴飞 张泰来 时培磊 实习生 徐慧敏 马含笑

闯红灯、不戴头盔成摩托车致死主因
受限于限速、人员集中等因

素，机动车在市区行驶一般相对
较慢，发生汽车与汽车相撞严重
事故的几率不大。数据显示，市
区的死亡事故主要发生在汽车
与电动车、摩托车及行人之间。

今年上半年发生的120起
死亡事故中，涉及二三轮摩托
车、电动车的有67起，占总数的
55 . 8%，其中辖区位置相对偏僻
的历城、槐荫此类事故所占比例
高于这个平均数，历城上半年发
生此类事故23起，占该区发生
事故总数的58 . 97%，槐荫发生
11起，占事故总数的61 . 1%。

“摩托车、电动车相对于自
行车速度快，但平衡性很差，一
旦碰撞极易摔倒。”槐荫交警大
队交通肇事处理中队副中队长
张廷富说，别说是跟汽车相撞，
对于高速行驶中的电动车、摩托
车而言，一个快步走的行人都能
把它撞倒在地。

“涉及摩托车、电动车死亡
事故的违法行为主要是酒驾、闯
红灯、不佩戴头盔等。”历城交警
大队交通肇事处理中队中队长
梁吉银介绍。此外，摩托车无证
驾驶无牌车、电动车走机动车道
等违法行为也非常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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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者统计，济南市五区范围内上
半年发生的120起死亡事故中，70起事
故发生在二环以外区域。其中，历下2
起、市中5起、天桥21起、历城29起、槐
荫13起。分析显示，二环以外区域中，黄
河北、南部山区成死亡事故最多区域。

据天桥交警统计，截至7月12日，天
桥交警大队辖区共发生39起死亡事故，
黄河以北地区发生的有21起，22人在事
故中不幸遇难，事故数量及死亡人数占
到总数的一半以上。21起事故中，国道
220线有6起，国道308线有4起，国道
104线有7起，梓东大道有1起，另有3起
分布在县乡道路上。

历城交警上半年事故信息显示，39
起死亡事故中，有29起发生在二环外，
其中14起发生在南部山区。39起事故造
成41人死亡，其中农民有31人，占全部
死亡人数的75 . 6%，这里面有不少是南
部山区村庄居民。

历城交警大队民警介绍，农村与城
市居民小区相比，居住相对分散，宣传
教育难以集中开展。同时，农民因为经
常早出晚归、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自我
防范意识较弱，对道路交通相关法律法
规及安全防范常识的知晓率、遵守率相
对较差，这些都是导致农民发生死亡事
故比率较大的直接原因。

九成以上死亡事故

与违法相连

交通事故尤其是致人死亡的交通事
故总是跟交通违法紧密相连，此次济南
五区公布的死亡事故中，95%以上的案
例都涉及交通违法。

今年3月24日上午，济南市历城区工
业北路正元检测线路口，发生一起轿车
撞飞摩托车的事故，摩托车驾驶员郗某
伤重不治死亡。调查发现，王某驾驶轿车
正常行驶，在事发地点，王某转弯调头但
没有仔细观察，没有避让直行的摩托车。
郗某无证驾驶无牌摩托车，还违法行驶
在BRT车道，并且没有佩戴头盔。交警
表示，双方如果有一方遵守交法，这起事
故也不会发生。

以历下为例，截至今年6月8日，历
下发生的15起死亡事故中，除一起正在
调查外，其余 14起都有明显的违法行
为。

从全市的情况看，120起死亡事故
涉及违法行为最多的当数未确保安全驾
驶，有43起涉及，占总数的三成还多。其
次是酒驾（包括醉驾）有14起，其他比较
常见的违法行为还有闯红灯、行人过马
路不走人行道、超速等等。

数据整理 本报记者 王兴飞 张泰来 时培磊
实习生 徐慧敏 马含笑

涉摩托车、电瓶车事故占大半

三成死亡事故涉及行人、自行车
在已统计上半年济南市市

中、天桥、历下、槐荫、历城五区
内发生的120起死亡事故中，涉
及行人、自行车的死亡事故达
36起，占五区事故总数的三成。
其中，历下7起、历城12起、槐荫
4起、市中2起、天桥11起。

在二环以内的核心城区，涉
及行人、自行车类的死亡事故
中，1/3以上是由于行人乱穿马
路、自行车不按信号灯指示通行
等原因造成。

4月15日凌晨3点左右，在
天桥区泺安路，出租车司机王某
亮，驾驶鲁AT9×××牌照轿车
沿泺安路由东向西行驶，行至泺
安路17-1号前时，突然一名女
子由西向东在机动车道逆向行
走。监控视频显示，出租车司机

躲闪不及，只能采取紧急制动措
施，但最终行人被撞倒在地，女
子因抢救无效死亡。

另外，统计显示，黄河以北
区域和南部山区等区域成为行
人和自行车的死亡事故的高发
区。据天桥交警统计，11起涉及
行人和自行车死亡事故中，仅有
3起事故发生在市区，其余8起
均发生在黄河北区域。历城区统
计的涉及自行车、行人的12起
死亡施工中，大都发生在南部山
区的乡村公路上。

“作为交通参与者，处于弱
势的行人和自行车更应该遵守
交通规则，此外，在出行中也应
注意观察外部环境，确保安全后
通行。”市中交警大队事故中队
中队长张永胜说。

酒驾事故近七成致人伤亡
据交警部门就死亡事故原

因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历下
区发生酒驾死亡事故2起、历城
3起、市中2起、天桥7起，总计14
起死亡事故由酒驾造成。这一数
据占四区102起死亡事故总数
的13 . 72%。

交警部门实名通报了今年
上半年的10起典型酒驾案例显
示，其中5起案例涉及车辆为二
轮、三轮摩托车，占总数的50%，
摩托车酒驾成重灾区。

酒驾造成的事故，也更容易
造成严重后果。据济南交警支队
统计，今年上半年济南市共发生
涉及酒驾的道路交通事故100
起，69起事故造成人员受伤或

死亡。
“边远郊区、城乡接合部、市

区烧烤夜摊等区域仍是酒驾违
法行为多发区域。”市中交警大
队民警称。

“相当一部分的驾驶员认为
酒后驾驶电动车、摩托车是不违
法的，在实际行驶中更是见缝插
针，不拿交通法规当回事。”天桥
交警大队宣传科长周榆说。不久
前，槐荫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
中，51岁的王某醉酒驾驶摩托
车被轿车撞飞死亡，事后提取的
血液样本酒精含量高达110mg/
100ml。就在事故发生前10天，
王某刚因酒后驾驶被交警查处
暂扣了驾驶证。

本报济宁8月2日讯（记者 孟杰） 济宁公
安发布消息，7月9日晚，一小时之内两辆摩托车
因醉驾而肇事。目前，一人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
被刑拘，另一人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立案侦查。

7月9日晚10点，济宁微山县一辆摩托车撞上
了前方一辆同向行驶的电动自行车，两辆车的驾
驶人均有受伤。呆在现场的摩托车驾驶员马某在
讲述事情经过的过程中，一身酒味、神志不清，民
警遂将马某带至附近医院对其进行抽血化验。

一小时后，微山县夏阳路与镇中街路口处，
一辆摩托车撞到了路边的花坛上，摩托车驾驶
员徐某受伤严重，已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在医
生的配合下，民警得到了徐某的血液样本。

经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室的检验，两
辆摩托车驾驶员马某和徐某体内的酒精含量
分别为224 .3mg/100ml，102 .0mg/100ml，属于醉酒
驾驶机动车。目前，马某已被刑事拘留；徐某仍
在医院接受治疗并被立案侦查。

一小时内

两摩托车醉驾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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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交通违法

超速排第一
青
岛

本报讯 据青岛市公安局公布的数据，
2015年上半年，全市共查处各类道路交通违
法行为306 . 5万起。其中超速最多，达到39 . 69

万起。另据车管所信息，目前青岛仍有113748

名机动车驾驶人存在手机号码重复使用现
象，还请各位驾驶人及时办理变更业务。

其他排名靠前的交通违法行为是：超
载 1 . 3 8万起、酒后驾驶 3 7 5 1起、醉酒驾驶
2 7 3起、超员 2 0 8 4起。目前，青岛市机动车
保有量已经超过 2 1 0万辆，其中汽车超过
180万辆。按照这个数字算下来，平均每辆
机动车有 1 . 45起交通违法。 （宗禾）

行万里无违法

就有机会获奖万元

本报讯 山东省“行万里无违法、奖万元
通行卡”活动8月1日在济南正式启动。即日起
至明年3月31日，凡在山东境内高速公路通行

“两客一危一货”车辆，行驶里程不少于一万
公里，无交通违法和责任交通事故等，报名后

可抽奖获得一万元高速公路ETC通行卡。同
时，从今天起至9月27日，全省将开展集中整
治交通违法统一行动。第一阶段为期10天，重
点整治旅游客车、“营转非”客车。

（宗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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