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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交警采取“5+”模式治酒驾
仅 7 月份就查处酒驾违法行为 108 起
荆 门 晚 报 讯 （特 约 记 者 罗 华 宝 ） 进入
夏季以来，为有效遏制酒后驾驶交通违法
行为多发态势，保障辖区交通安全形势的
持续平稳，全市各地交警大队立足辖区实
5+”勤务模
际，结合交通秩序整治，采取“
式，大力整治酒驾违法行为，仅 7 月就查
处酒驾违法行为 108 起， 其中醉驾 9 起，
为群众出行创造了和谐、安全、畅通的道
路交通安全环境。
“
深入研判 + 严密部署”，找准方向细
谋划。 为确保整治行动取得实效，各交警
大（中）队对酒后驾驶的发生规律、人员构
成进行精细分析研判，周密部署和安排整
治行动，每周组织和安排不少于 3 次的查
处酒后驾驶专项行动，并积极摸索、创新
查处整治技战法，全力推动专项整治工作
深入开展。
“
灵活机动 + 严厉打击”，加大力度严
整治。 围绕夏季尤其是消夜后易发生酒驾
的特点，各大（中）队将易发酒后驾驶的
20 时至 22 时辐射延伸至凌晨零时，在辖
区重要路口、路段高频率设卡，加大巡逻
力度，对有酒后驾驶嫌疑的车辆和驾驶人
进行严格检查、严厉查处。
“
宣传教育 + 提示引导”，舆论引导造
氛围。 各大队在组织民（辅）警深入辖区饭
店、餐馆、酒吧、歌舞娱乐厅等易发生酒后
驾车的场所设置明显提示牌、 发放警示

卡， 提醒机动车驾驶人不要酒后驾车，主
动拒绝和开车驾驶人饮酒，鼓励群众举报
酒后驾车违法行为的同时，主动邀请媒体
记者随警参战，通过微博、微信及时有效
曝光典型的酒驾违法行为， 教育群众拒
绝、远离酒驾，使酒驾成为人人不能碰、不
敢碰的“
高压线”。
“
实战培训 + 督导检查”，提升效能促
成效。 针对酒驾整治中出现的一些驾驶人
冲岗、逃跑等拒绝检查行为，各大队经常
组织民（辅）警进行查缉酒驾实战培训，通
过讲解对酒驾人员面部特征、行为特征以
及心理变异情况的辨别方法，提高民（辅）
警对有酒驾嫌疑驾驶人的辨认能力，加大
对酒驾违法行为的精准打击力度。
“规范执法 + 安全防护”，增强意识保
安全。 在集中整治行动中，民（辅）警始终
按照执勤执法工作规范要求， 坚持文明、
理性、平和执法，讲清法律依据，做好群众
解释工作，对查获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
实行“零容忍”，推动实现刑事拘留和实刑
判罚，进一步提高醉驾入刑的震慑力。 同
时要求全体民（辅）警切实做好自身安全
防护工作，查缉过程中按规定摆放反光锥
筒、警车，一律穿反光背心，佩戴单警装
备、执法记录仪等执勤装备，随时观察车
辆行驶动态，执勤站位准确，以避免意外
伤害发生。

上半年全国共办理危险驾驶案件 10 万起
我省有 41 人被终生禁驾
近日，公安部交管局微博和微信平台
“交通安全微发布” 公布了全国危险驾驶
十大典型案件，希望机动车所有人、管理
人、驾驶人深刻认识到危险驾驶违法犯罪
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和
法治意识，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对社
会负责，珍爱生命，敬畏法律，拒绝危险驾
驶，安全文明出行。 同时也表示，全国公安
交通管理部门将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执法，加大执法管控力度，从严查处严重
危害公共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
《刑法修正案 （八）》《刑法修正案
（九）》分别将醉驾、追逐竞驶以及从事校
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
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和违
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
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入刑，规定为
危险驾驶罪后，全国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
门严格执法， 建立起酒驾查处常态机制，
取得一定成效。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交通
管理部门共办理危险驾驶案件 10 万起，
查处涉案人员 10.1 万人，其中，机动车驾
驶人 8.7 万人， 机动车所有人、 管理人 1

万人，其他人员 3062 人。 目前共有 2.6 万
人被判处刑罚，其他案件正在侦查、审查
起诉、审判过程中。
在查处的危险驾驶案件中，醉酒驾驶
案件 9.9 万起，其中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
超过 160 毫克 /100 毫升的 3.94 万人，严
重超员案件 691 起，严重超速案件 79 起，
运输危险物品案件 49 起， 追逐竞驶案件
12 起。 这些案件多发生在 18 时至次日 3
时，共占全部案件的 74%。
在涉案的 10.1 万人中，20 至 40 岁
最 多 ， 占 57.4% ；40 至 60 岁 次 之 ， 占
33.7% ； 驾 龄 在 4 至 10 年 的 最 多 ， 占
42.6%，1 至 4 年的次之，占 19.8%。
与此同时，省交管局也于日前公开了
全省上半年被终生禁驾人员名单，在 122
名终生禁驾人员中，就有 41 人因饮酒、醉
酒后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构成犯罪而
被终生禁驾，占比 33.6%。 ( 罗华宝 / 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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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一位行人用小拖车拉着重物卡在虎牙关大道坑凹内，进退两难。 正在
改造路段执勤的掇刀交警大队辅警看到后，立即上前帮忙，顺利将市民送过马
路。
荆门晚报特约记者 陈旭 摄

酒驾者不值得同情
近日湖北民警在高速上检查时，发
现一辆轿车的司机有酒驾嫌疑。 经过检
测，司机属于酒后驾驶。 车上的小姑娘看
到这一幕后， 以为爸爸犯了大事哭着向
民警哀求：“不要抓我爸爸， 抓了我就没
爸爸了。 ”这场面让民警五味杂陈。 司机
刘某则一把搂过女儿， 笑着笑着也抹起
眼泪。 鉴于刘某诚恳认错，民警未对其作
现场处理， 依法开具行政强制措施凭证
暂扣驾驶证，并告知刘某 15 日之内到大
队接受处理。
细想来， 当时的场景小姑娘哭得真
切，在场的人一定是见者尤怜，连处理民
警都不忍心当场处罚酒驾男子。 但酒驾
就是误人误己， 值得我们同情的只是哭
得可怜的有个不靠谱父亲的小姑娘，至
于酒驾的爸爸， 绝对不是大家同情的对
象，也不值得任何人同情。
有人说既然没出事就别抓了， 甚至
有人怪警察只顾罚款， 不顾小孩的心灵
受伤。 可如果什么事都要等严重后果发
生这世界就乱套了。 而且警察也已经很
顾及孩子了， 还一直跟小女孩解释这不
是抓爸爸且未作现场处理。 每个被查到
酒后驾驶的司机， 在面对交警几乎都是
千篇一律的辩解，“我只喝了一点点”，
“
完全是身不由己”， 无论什么理由都不
足以为违法开脱， 女儿的声泪俱下当然
也不可以。
现今形式下所有驾驶员都知道酒后

不能驾车，却仍有人心存侥幸一意孤行。
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
果，却还是这样做，一旦发生事故，这与
故意犯罪有何区别。 酒驾者宁可违反道
路交通安全法， 不顾他人的生命财产安
全，也要痛快地喝下那两杯酒，这已经严
重危害到了公众的安全和利益。 在被交
警查获的时候， 一切的辩解都是苍白无
力的。 对比酒驾会产生的严重的安全威
胁， 酒驾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值得
同情。 若一定要说同情，在酒驾产生的危
害中第一顺位被同情者一定是受害者，
其次还有受害者家属，以及肇事者家属，
甚至是没日没夜日夜严查酒驾的交警
们。
酒驾害人害己，绝不值得同情，无论
何时都要对酒后驾车“零容忍”。 还望小
姑娘的爸爸能同情同情您的女儿， 还望
所有的酒司机能同情同情可能会因你们
的行为造成伤害的好几个家庭。
（张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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