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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1年度全省公安工作绩效考评成绩揭晓，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总成绩
位居全省第一，荣获“全省公安交通管理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融 通 城 市“ 动 脉 ” 守 护 出 行 平 安
本报记者 卢拥军 通讯员 武兴汉 柴海峰 何飞

■新闻背景

交通是城市的“动脉”，体现着一座城市的文明，

影响着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

交通管理工作任务繁重、庞杂，交警更是其中更

辛苦、更累的警种。

面对日益繁重的交通管理任务，平顶山公安交

警用辛勤汗水维护秩序与安宁,以公安交警的“辛苦

指数”换取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向党和人民交上

了一份满意答卷。

近日，2021 年度全省公安交警工作绩效考评成

绩揭晓，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总成绩位居全省第

一，荣获“全省公安交通管理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2021 年，在市公安局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市公

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一届领导班子围绕建党 100 周

年安保工作主线，带领全市公安交管部门冒酷暑、战

严寒，全力以赴防事故、保畅通、护稳定、促发展，经

历了一次又一次考验，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硬仗，用忠

诚和担当筑牢鹰城交通安全屏障，成绩显著。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房国卫对市公安局交通

管理支队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勉励他们再接

再厉，再创佳绩。

3 月 21 日，记者深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进

行了采访。

自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公安队伍教育整

顿活动以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领导带

头深入一线基层，通过“换位体验”，践初心、

听意见、找差距、明实情、真整改。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各执勤大队合理

安排警力进行文明劝导，引导机动车礼让斑

马线、按序排队通行，行人、非机动车各行其

道、遵守交通信号灯等文明交通行为。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带领全市公安交

管部门，坚持“依法管理、方便群众”原则，采

取一系列行动提高道路交通管理能力。

一是持续深化电动车“错时”行动。全市

公安交管部门充分发挥志愿者作用，加强交

通违法行为的协管劝导。推行“错时行动”

“喊话执法”“空地打击”新模式，严格执行电

动自行车“八必罚、六必扣”严管铁律，对驾乘

电动自行车不戴安全头盔、违法乘人载物、闯

红灯、逆向行驶等违法行为，落实严查、严管、

严控措施。

二是持续深化斑马线礼让提升行动。全

市公安交管部门梳理“不礼让斑马线”交通违

法起数位居前列的点位，全面踏勘现场交通

环境，规整存在问题，减少违法行为发生。完

善“桌面”勤务，及时对“不礼让斑马线”交通

违法行为进行拍摄、录入、处罚、警示，营造严

管严处氛围。

三是持续深化警务勤务优化行动。全市

公安交管部门结合辖区实际，科学设置岗点

和警力配置，优化“铁骑队”勤务，最大限度地

将警力摆到路面，提高见警率、管事率。

2021年，全市公安交管累计查处各类非

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683851起，行人闯红灯、

翻越护栏41715起，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挤

占机动车道61882起，规范了道路通行秩序。

四是持续深化监控设备整治行动。全市

公安交管部门扎实开展交通技术监控设备非

现场执法专项整治，把专项整治工作与事故

预防“减量控大”有机结合起来，规范非现场

执法流程。

据统计，2021年全市公安交管部门累计

排查非现场执法监控设备 1005套、配套设备

3356个，发现并整改问题 45个，并严格非现

场违法审核录入流程，确保了非现场执法流

程规范。

五是持续深化服务群众提升行动。全市

公安交管部门始终保持警容严整的姿态，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积极帮助走失老

幼寻找家人，护送伤病群众送医，处置街面突

发案（事）件等。

据统计，2021年全市公安交管部门累计

为群众紧急送医 132起，帮助走失老幼寻找家

人84起，处置路面突发事件73起。

道路交通环境更加有序，城乡交通展现新风貌

“我郑重向组织申请成为一名光荣的共

产党员，并请组织能够对我进行多方面考

验。”2021 年 8 月 2 日，在郑州抗疫保通第一

线，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华大队援郑突

击队民警郭强向援郑突击队临时党支部递交

入党申请书，希望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援郑期间，郭强共计救助人员 15人次，救

助车辆 7台，疏通堵点 5处，接受群众求助问

路45次，快速调解处理轻微交通事故3起，用

拼搏奉献的敬业精神彰显鹰城交警的初心使

命与责任担当。

为服务好中心工作大局，市公安局交管

支队带领全市交管部门，坚持“守护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原则，用一系列行动践行“人

民交警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一是在保“卫”创“文”中勇挑重担。市公

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和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中，充分发挥公安交警

主力军作用，下发工作方案，印制工作手册，

明确任务清单，确定了 3类执勤点位和 33个

主次干道巡逻路段、228个路段执勤岗点，实

行岗长制、路长制，精细化工作得到了市委市

政府的充分肯定。

二是在防汛抗疫中冲锋在前。首先，面

对突如其来的汛情，全市公安交管部门立即

行动起来，分别成立应急抢险救灾小组，深

入重点区域、重点道路，排查险情、巡逻防

控、救援群众。特别是郑州灾情发生后，市

公安交通管理支队党委迅速组建青年交警

援郑突击队，广大青年民辅警纷纷主动请

缨，仅仅数小时就完成了集结，火速赶赴郑

州开展救灾工作。

其次，2021年 8月，受新一轮疫情影响，全

市公安交管部门听从命令、服从指挥，迅速在

全市高速公路下站口和国、省道干线公路市

界设置防疫卡点，联合交通、卫健部门严密交

通防控，强化交通运输保障工作。

三是在服务民生中主动作为。全市公安

交管部门强化措施、狠抓落实，公安部推出的

60项“放管服”改革措施全部完成。在市、县

两级车管所的指导下，先后增设车驾管服务

站13个、“警保”合作服务网点27个、“警邮”合

作网点36个，在65家机动车销售企业实现代

发临时号牌业务。积极推行使用道路交通事

故快处快赔系统，2021年使用该系统处理交

通事故11991起，极大地方便了群众。

据统计，2021年，群众在互联网平台注册

个人用户206132位、单位用户750位，足不出

户办理驾驶证业务达103.6594万笔、机动车业

务 18.6961万笔。使用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319起，垫付金额 1698.41万余元，有效保障了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应对大战大考更加从容，服务大局交出新答卷

2021 年 12 月 27 日 上 午 ，王 中 孚 走 进

FM96.4平顶山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964会

客厅》栏目，向听众介绍了交管支队在春运、

春节假期防事故保畅通的工作措施，倡导广

大市民群众安全文明出行，切实提高广大交

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

在直播中，王中孚头戴耳机，端坐静听，

耐心解答听众的问题。在一个多小时的直播

中，王中孚共接听热心群众电话 8个，解答听

众疑问15个。

为使群众文明出行意识得到更好提升，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带领全市公安交管部

门，坚持“宣传先行、舆论引导”原则，创新一

系列方法，进一步营造和谐、文明、安全的交

通环境。

一是创新活动载体，丰富宣传内容。市

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开办《畅行鹰城》交通

栏目，积极协同各行业、单位，联合开展形式

多样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利用驾

驶人和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基地、农村交

通安全劝导站和文明交通志愿者开展“七

进”宣传活动，高频次、大密度、全时段跟进

宣传；结合每个阶段工作主题，采写《暴雨

夜，鹰城交警坚守岗位守护平安》等新闻报

道，制作“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创文宣传

片，拍摄交警版“向梦想出发”MV 歌曲等作

品，被学习强国频道、省公安厅官网、大河报

等平台采用播发，总点击率 300 万以上，彰

显了鹰城公安交警无私奉献的优良品格和

忠诚履职的责任担当。

二是拓展宣传渠道，保障交通安全。全

市公安交管部门在农村地区设立交通安全

网点，利用农村广播站、戏曲下乡、黑板报、

墙体标语等接地气的方式，积极开展交通安

全宣传活动，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群众交通

安全意识。结合五一、十一、元旦、春节等重

点时间节点以及雨雪冰冻等恶劣天气，积极

做好“两公布一提示”工作，与电视台做好连

线互动，支队及各执勤大队负责同志“走进

新闻直播间”向社会发布安全出行提示，发

送各类交通管理和出行信息；在支队指挥中

心设立的 FM96.4交通广播交警直播间，对我

市的路况信息及通行情况进行实时播报，发

挥新媒体作用。

交通安全宣传更加广泛，文明意识得到新提升

2021年 3月 25日，在豫西抗日根据地曹

沟纪念馆前，市公安局交管支队 100余名民辅

警面对党旗，庄严地举起右臂，重温入党誓

词。

在曹沟纪念馆，大家通过聆听讲解、参观

展品，深切感受了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国共产

党人为革命事业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和夺

取革命胜利的艰辛，接受了一次生动的党史

教育和革命教育。

为打造一支干净担当、素质过硬、群众满

意的公安交警铁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带领全市公安交警，秉承“对党忠诚、服务人

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宗旨，开展一系列

活动，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

一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市公安局交通

管理支队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政治自

觉开展党史学习活动，制定工作方案、成立领

导组织、精心谋划部署，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

实走心；组织党委中心组集中学习讨论 12次，

为党员民辅警上党课6次，引领学习教育走深

走实；邀请专家教授作专题讲座，参观抗日革

命根据地，缅怀革命先烈，观看红色教育影

片，拓展党史学习教育广度深度；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活动，列出活动清单，并逐项落

实完成。

二是发挥榜样模范作用。市公安局交

通管理支队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强力推

出的“以工匠精神守护公平正义”事故预防

和处理大队民警张怡贤感人事迹，在全市公

安民辅警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

将以张怡贤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恪

尽职守、公正执法，为交通管理工作贡献力

量。

三是开展从优待警工作。市公安局交通

管理支队关心关爱民辅警成长，听取民辅警

心声，解决民辅警在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落实“五个一”关心关爱活动。适时组织全体

民辅警体检，邀请心理专家作心理辅导讲座，

让民辅警感受到组织的关怀，不断增强广大

民辅警的职业认同感、归属感和荣誉感，从而

激发广大民辅警坚定信念、勤学善思、勇敢作

为、担当奉献。

回顾过去，令人鼓舞，展望未来，信心满

怀。做好 2022 年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

荣。让我们携手并肩、风雨同舟，扎实苦干、

勇毅前行，奋力开创新时代鹰城公安交管工

作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加强队伍建设更加有力，忠诚警魂得到新锤炼

时间回到 2020年 12月，时任舞钢市公安局党委

书记、局长的王中孚被任命为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

队党委书记。上任后，他同支队班子成员一道靠前

指挥，以上率下，把责任放在心上，把使命扛在肩上，

带领全市交警忠诚履职、担当实干，亮点纷呈。

——高强度开展交通违法查处。2021年，全市

公安交管部门坚持“减量控大”，常态化开展酒（醉）

驾夜查、农村道路交通秩序整治、农村公路违法超员

和违法载人专项治理、拼车包车超员载客违法行为

专项治理等行动。

据统计，全年累计查处饮酒醉酒驾驶 4620 起，

国、省道四类违法 9026 起，农村“双违”行为 2398

起，有效预防和减少了交通事故的发生。

——高标准开展隐患排查整治。2021年，全市

公安交管部门聚焦“重点人员、重点车辆、重点路段、

重点违法”，坚持对安全隐患的动态“清零”。

据统计，全年累计清理重点车辆违法未处理

2081辆、逾期未检验 1149辆、逾期未报废 1240辆，清

理重点驾驶人逾期未审验 8940人、高风险运输企业

408 家。排查整治国、省道事故多发安全隐患点段

25处、高速公路重点隐患路段 40处，消除了潜在的

安全隐患。

——高频次开展交通安全宣传。2021年，全市

公安交管部门围绕“五大曝光”内容，组织市、县两级

交管宣传部门每月召开新闻通气会，向社会通报交

通违法及醉驾事故典型案例，并介绍交管部门的典

型做法及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全年累计举行新闻通气会 84次，开展社会宣传

1500余次。两级交管部门官方微博、微信转发公安部

交通安全微发布内容 1万余条，曝光典型案例 780余

起，发布曝光视频 630余个。针对恶劣天气、隐患路

段、事故多发路段等情况发布预警信息 117万余条。

——高效率开展社会协同共治。市公安局交通

管理支队组织各交警大队依托属地公安机关积极向

党委、政府汇报，发动各乡（镇、街道）派出所、交通运

输等相关职能部门配合，加强道路交通秩序整治，深

入排查道路安全隐患。通过构建政府、部门、社会、

群众多位一体的综合治理格局，形成了强大的工作

合力，推进道路交通秩序管理工作。

据统计，全年累计增设临时信号灯 52 个、限速

标志 1200块、禁停标志 823块、人行横道线 3560米、

其他标线 8650米。

——高站位开展抗疫防汛工作。2021年，全市

公安交管部门一方面立足防疫职责，联合交通、卫健

部门制定卡点工作流程，迅速在全市高速公路下站

口和国、省道干线公路市界设置防疫卡点，牢牢守住

我市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

据统计，疫情期间，全市交管部门共设疫情防控

交通卡点 26个，出动执勤警力 7800人次，检查入境

人员 23万人次、过境车辆 27万车次。

另一方面，市、县两级交管部门分别成立应急抢

险救灾小组，深入重点区域、重点路段，24 小时值

守，排查险情、巡逻防控、救援群众，同时组建青年民

警突击队增援郑州，与郑州交警一起参加灾后重建

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

由于成绩突出，全市公安交管部门荣誉多多：市

公安局交管支队荣获全省交警系统“平安守护”专项

行动先进单位、全市公安机关 2021年度先进单位和

全市公安工作特别贡献单位，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

辆管理所被评为“全省创建人民满意车管所工作成

绩突出集体”以及郏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被公安部荣

记集体一等功，鲁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荣获全省交

通管理工作优秀单位，舞钢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荣获

全市公安机关先进基层单位……还有 3个单位分别

荣获县、市级表彰。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民警张

怡贤被公安部评选为“全国 100名成绩突出交警”之

一，叶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大队长彭亚举荣获“全市优

秀共产党员”……还有 42人获省、市、县级表彰。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党委书记王中孚（右）在支队指挥中心观察市区道路通行情况

本报记者 卢拥军 摄

“破案相当神速，作为家属真的非常感谢

人民警察。”2021年 2月 1日上午 9时许，市民

曹先生和家属一起来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

队高速交通管理大队，将一面写着“爱岗敬业

真情为民 破案神速鼎力相助”的锦旗送到

办案民警手中。

1月 14日 21时，兰南高速发生一起交通事

故，造成一人死亡，肇事车辆不明。值班民警

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认真勘查，却未发现有

价值的线索和证据。随即，民警对事发时段

途经事故现场的356台车辆展开了逐一排查，

一辆载运钢管的大型货车进入民警视线。

经过查询和联系，得知这辆货车已将钢

管送往云南，证据可能随时灭失。办案民警

徐焱、郭晓臣和两名辅警当即从平顶山出发，

跨越 5省，于 1月 22日 8时到达云南省红河哈

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

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民警迅速到

货物卸载地逐一翻找，最终在一根钢管上发

现了疑似血迹和疑似人体组织。1月26日，鉴

定中心经过比对，从钢管上提取的检材与死

者出自同一个体。案件成功告破。

为使事故预防根基更加牢固，市公安局

交通管理支队带领全市公安交管部门，坚持

“减量控大”原则，开展一系列整治措施，有效

预防和减少了道路交通事故。

一是强化源头治理。全市公安交管部门

针对高危风险企业存在违法未处理、逾期未

审验的客（货）运车辆所属企业，下达隐患整

改通知书，加强督办，对企业进行约谈，严格

落实主体责任，对客（货）运企业驾驶人进行

安全教育培训，增强其业务素质及安全意识，

全力消除和减少事故风险。

2021年全市公安交管部门累计清理重点

车辆违法未处理2081辆、逾期未检验 1149辆、

逾期未报废 1240辆，清理重点驾驶人逾期未

审验8940人、高风险运输企业408家。

二是强化隐患排查。全市公安交管部门

强化“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坚持对安全隐

患的动态“清零”，对排查出的事故多发路段、

危险路段进行挂牌督办，要求隐患所属辖区

责任单位制定整改方案，并跟踪督办整改进

度，努力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

态。

据统计，2021年全市交管部门累计排查

整治国、省道事故多发安全隐患点段25处，高

速公路重点隐患路段40处。

三是强化违法查纠。全市公安交管部门

常态化开展农村公路违法超员和违法载人专

项治理、拼车包车超员载客违法行为专项治

理等行动。持续深化治酒“风暴”行动，广大

交警联合巡（特）警等警种，以涉酒公共场所、

城乡接合部以及勤务盲时盲区为重点，科学

设置检查站点，“零容忍”打击酒驾醉驾违法

犯罪行为。

据统计，2021年全市公安交管部门适用

一般程序处理行政案件16242起，以危险驾驶

罪、交通肇事罪移送起诉 2125人。通过交通

事故深度调查追究企业主体刑事责任9人、行

政责任 47起、民事责任 41起、党政纪责任 45

起，曝光 447起，起诉数占全市公安机关总数

的21.59%，在全社会形成了强大震慑。

事故预防根基更加牢固，减量控大取得新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