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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交警：聚焦群众关切 守护路畅民安

2022年以来，山东省枣庄市公安交警部门坚决贯彻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党委决策部署，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思想，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
题，顺应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热切期盼，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用实际行动奋力书写群众满意的民生答卷，不断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深耕主业 严管严控
提升出行“平安指数”

防事故、保安全、保畅通，是
公安交通管理工作的职责所在、
使命所系。枣庄市公安交警部门
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
第一位，围绕事故预防“减量控
大”目标，统筹疫情防控与维护交
通安全，强化隐患排查整治、严查
突出违法、加强宣传警示，深入推
进“利剑护安”和渣土车交通违法
专项整治等行动，实施“警校家”
一体化护学模式，撑起“平安伞”，
筑牢交通事故“防火墙”，切实将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落实
落地。联合住建、城管、交通运输
等行业主管部门共排查渣土车运
输企业86家，渣土车集中停放场
地15处，建筑工地99处。落实“三
见面一建档”。逐一采集渣土运输
车辆和驾驶人、企业负责人基础
信息，健全交通安全管理台账，为
落实精准管控提供信息支撑，先
后采集渣土车信息1463辆、驾驶
人信息1463人，企业负责人信息
95条，建档率达到100%，切实做
到底数清、情况明。通过重点车辆
动态监控平台，全面清查逾期未
年检、未报废或严重交通违法未
处理等行为，全市渣土车检验率
达到99 . 2%、报废率达到98 . 6%，
重点违法处理率达到99 . 6%，及
时消除安全隐患。

建立多部门参与的综合治理
机制，互通信息资源，定期将渣土
车违法、事故信息通报住建、城
管、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等部门，
凝聚整治合力。对交通违法、事故
多发的企业，减少通行证发放数
量或暂停通行证使用，并联合行
业主管部门督促限期整改。行动
以来，全市暂停通行证使用19辆，

集中曝光5起涉渣土车交通事故
案例，以案说法，形成全社会参与
的整治氛围。工作中，共排查道路
交通安全隐患4482处，整改3920
处，整改率为87 . 46%，约谈高风
险道路运输企业165家，查处酒后
驾驶5261起、无证驾驶8157起、超
员855起，渣土车交通违法725起，
全市道路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
数“双下降”，较大以上交通事故

“零发生”。

攻坚创城 勇做先锋
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文明是一座城市的名片，为
全力助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枣庄公安交警部门主动担当
作为，用实际行动树立了公安交
警的良好形象。支队机关下沉一
线，支队党委成员带领机关警力
每天早晚高峰主动加勤，加大对
重点路口、重点路段的巡逻管控
力度。7月26日下午，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机关民警加勤期间，一位
匿名热心群众途经光明大道与民
生路路口时，放下一箱饮料，慰问
烈日下执勤交警，并留下了一封
感谢信后匆匆离去。信中这位爱
心市民没有留下姓名，但提及到
她每次上下班经过这个路口，都
能看到交警执勤的身影，还提及
交警不断提醒未满16岁的孩子不
能骑电动自行车，不要超速，戴好
头盔。她说自己不能代表全体枣
庄人，但是作为普通市民感谢交
警的付出。

看到这些，执勤交警们都觉
得这是一份来自炎炎夏日里的清
凉，非常感动。一名执勤民警欣慰
的说：“维护道路安全畅通有序是
我们的职责，天气热没什么。关键
是我们的付出，群众都体会到了，
今后我们干起工作来就更有劲

头、更有底气了！
7月21日，市民杨先生将印有

“人民公仆 救人危难”和“古运
义警为人民 危难时刻伸援手”
的锦旗分别送到了台儿庄交警大
队执勤民警与古运义警的手中。6
月13日13时许，台儿庄交警大队
铁骑中队民警胡新雷、高明明在
城区道路执勤时接到求助电话
称，台儿庄古运义警协会志愿者
载着一名脑出血病人急需到枣庄
市矿务局医院紧急救治。接警后，
执勤民警开启警灯，在确保安全
的前提下警车火速驶向市矿务局
医院，为患者就医开辟“绿色通
道”，为患者及时得到救助争取了
宝贵时间。

“您好，警察同志，我的车轮
扎胎漏气了，两名交警同志看到
之后，二话不说立刻摘下来手套
就帮我换备胎，其中一位交警同
志换备胎的时候还把手擦伤了。
这么热的天他俩帮我忙乎了半
天，我实在太感动了，他们真是人
民的好警察！值得表扬！”7月25
日，枣庄市公安局宣传处收到一
则特殊的“寻人启事”。

原来当日10时许，铁骑队员
刘洋和曹长宽在来泉山庄附近开
展流动巡逻执勤时，发现一名群
众站在路边神色焦急，还不时地
查看轮胎。两名交警二话没说，立
即下车帮助群众更换备胎。一件
小事，一份责任，生活中总少不了
他们忙碌的身影，他们不擅表达，
却总是用实际行动，给您温暖，护
您周全。

以民为本 便民惠民
让满意服务“触手可及”

“过去办理城区货运车辆通
行证时，需要办理人带好各类证
件及复印件，前往交警大队违法
处理大厅窗口办理，办理完成后
发放纸质通行证。不少外地驾驶
人会遇到办理地点附近没有货车
停车位、未提前办理无法‘进城’、
资料不全要多次往返等问题，现
在开通‘码上办’后就方便多了。”
近日，山东雄狮建筑装饰公司工
作人员开心地表示，开通“码上

办”后，无论是企业还是货车驾驶
人都可以随时申办临时通行证，
此项便民举措为企业解决了难
题，真正做到了“企呼政应”，实现
了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

“以前办理驾驶证期满换证、
免检车申领检验标志等业务都
要跑去车管所服务大厅，现在我
们在家门口就能办理了，这才是
真真正正为群众办实事呢。”8月
5日，在君瑞城小区里的枣庄市
滕州交警“e动车管所”服务大篷
车前办理驾驶证换证业务的张
先生说道，滕州交警“ e动车管
所”服务大篷车集车驾管业务办
理、交通违法处理、交管业务咨
询、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及反诈宣
传为一体的综合服务移动警务
车，给广大市民提供更加方便、
快捷、高效的交管服务。“工作人
员还指导我们安装了‘国家反诈
中心’App，以后咱们老百姓的钱
袋子就安全了。”市民陈女士说
道。

以人民期盼为念，为人民利
益而战，枣庄公安交警部门持续
深化“放管服”改革，按下“快进
键”释放“新红利”，全力以赴惠
民利企服务发展。自主研发大货
车通行证“码上办”，做实“e动车
管所”流动服务，搭建“快e点”道
路交通事故快处系统，推出助力
企业高质量发展九项措施，将16
项高频交管业务进驻全市73个
派出所综合服务大厅，打造“社
区里的交警队、家门口的车管
所”。深化“警邮”“警医邮”合作，
全市23家医疗机构体检证明直
接上传公安内网，让数据多跑
路、让群众少跑腿，实现便民“零
距离”。在全市推广对外地来枣
车辆轻微交通违法，实行不处罚
制度，以警告教育为主；推行“事

前提醒、及时预警”机制，对驾驶
证即将到期和机动车需要检验人
员，开通短信提示服务，变“事后
告知”为“事前提醒”；对乱停乱放
车辆，先行抓拍记录，及时预警提
示，发送提示警示短信36万条，处
罚总量同比下降41 . 4%。

党建领航 强化监督
让群众感受“公平正义”

交警部门执法点多线长面
广，是与人民群众打交道最多、
联系最紧密的警种。全市公安交
警始部门始终把规范执法作为
生命线，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执法理念，严密执法流程，加
强执法监督，规范执法行为，努
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办
理、每一件事情处理中都能感受
到公平正义。强化政治建警，以

“红旗窗口”和“党员先锋岗”创
建为引领，持续深化党建带队
建，全面锻造忠诚铁军。践行“警
务跟着民意走”的理念，建成启
用监管中心，整合执法监督管
理、民生警务平台、12123语音平
台等有关职能和资源，核查执法
文书6200个，查看执勤执法音视
频21900余条，督促整改问题90
余个，转办核查群众诉求255件，
及时、充分发挥民意导向作用，
提升交管工作水平。召开优化营
商环境警民恳谈会，深化警务公
开，听取意见建议，从社会各界
聘任33名党风政风警风监督员，
敞开大门接受监督，推动执法管
理服务更加精准规范。

张杰 刘峰

全力打赢春运交通安保攻坚战
枣庄公安部署春运交通管理工作

1月5日，枣庄市公安局召开全
市2023年春运交通管理工作部署
会。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交
警支队党委书记、支队长杜茂广出
席会议并讲话，交警支队党委副书
记、政委林志强主持会议。

会前，共同收听收看了全省视
频部署会。杜茂广指出，一年一度
的春运是重要的民生工程，也是枣
庄市公安交管部门进入2023年之

后的第一场硬仗。全市公安交管
部门要牢固树立“群众过节、交警
过关”的思想，保持“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紧迫感，加强风险预
判，找准薄弱环节和风险点位，
有针对性地制定完善防事故、保
安全、保畅通各项措施，严防发
生较大以上事故，全力打赢春运
交通安保攻坚战，为全年工作起
好步、开好局打下坚实基础。

杜茂广强调，保障安全、预
防事故是春运交通安保最核心
的任务。一要强化隐患排查，持
续滚动清零。聚焦世纪大道高架
桥、新台高速隧道口等辖区易结
冰、团雾多发路段进行动态排
查，加强源头监管，扎实开展隐

患清零。持续清理重点车辆、驾
驶人隐患，严禁不合格的车、记
满12分的驾驶人参加春运。二要
强化路面管控，严查交通违法。1
月7日起，启动全市所有交警执
法站，波次推进公路重点隐患
车辆精准查缉集中行动，严查
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和农
村“两违”等重点违法行为，全
力净化道路交通环境。三要强
化疏堵保畅，保障通行秩序。围
绕容易发生拥堵的重点区域、
高峰时段，加强指挥疏导和秩序
维护，保障群众顺畅出行。台儿
庄大队要积极配合古城1月份免
门票政策，加强古城周边道路的
通行态势监测，进一步优化交通

组织，确保通行有序。四要强化
协作联动，做好应急管理。主动
加强与气象、交通等部门协作配
合，充分做好恶劣天气条件下的
应急准备，特别要协调交通运输
部门和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
提前做好铲冰除雪物资准备，一
旦降雪结冰，及时铲雪除冰，最
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五要强化
宣传提示，营造浓厚氛围。深入
开展“平安春运 交警同行”主
题宣传活动，持续推进交通安全
宣传“亮屏行动”，集中曝光春运
期间易发多发的严重违法、事
故，着力增强群众安全意识和法
治意识。六要强化便民服务，树
立良好形象。设立爱心驿站，对

报警求助的群众全力提供帮助。
教育引导民警坚持宽严相济、理
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坚决防
止因执法不当引发各种炒作。大
力宣传基层为民服务先进典型，
传递公安交警正能量，营造温暖
和谐的春运氛围。

林志强就抓好会议精神贯
彻落实进行了强调，并就事故预
防“减量控大”综合考评短板弱
项进行了逐一点评，对精准掌握
考核标准，有针对性的制定整改
措施提出了明确要求。

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区(市)
大队。枣庄各区(市)交警大队班
子成员和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
在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 (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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