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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现阶段施工的路段! 金宇
路"秀华路与丘海大道交叉口"蓝天

路与万华路口" 海甸四中路与海达
路交叉口" 和平大道海甸四东路口
至海甸六东路口" 南海大道与永万
东交叉口"青年路福安小区地段"博

爱北路 #解放东路交叉口至水巷
口$% 滨海大道与长滨二路交叉口"

椰海大道 &丘海大道交叉口至海榆
中线交叉口$%南海大道与龙昆南交

叉口往西#$$米至海榆中线路口%椰
海大道与%%"国道交叉口%绕城高速
%%"国道匝道施工'

以上路段正在施工( 容易造成交

通拥堵(请过往车辆注意行车安全(按
交通指示牌或现场执勤民警指挥行
驶(也可以提前绕行(请过往车辆小心
慢行)

%$!%年!月&日'(时$$分( 当事
人张)多驾驶琼*+,-.-号轻型厢式
货车( 沿金盘路由东往西方向行驶
&第一车道内$ 至金盘路/,号处路
段( 向右打方向变更车道进入第二
条车道中( 该车右角与刘)荣驾驶
&经鉴定车速0'公里1小时$ 同向在
第二条车道内行驶的琼*234'.号
小型普通客车车身左侧相撞刮( 而
后琼*234'.号小型普通客车碰撞
到在道路右侧边缘行走的蔡)兰"

蔡)楷" 蔡)顺( 造成蔡)兰当场死
亡( 蔡)楷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蔡)顺受伤*

根据现场勘查+ 检验鉴定结论"

当事人陈述等证实! 在造成事故的
原因中( 当事人张)多" 刘)荣的交
通违法行为作用相当* 当事人张)多
驾驶灯光" 刹车不符合安全技术标
准车辆变更车道造成事故( 其行为
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 第二十一条 .驾驶人
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 应当
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
真检查/ 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
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
安全隐患的机动车0 和 ,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
例- 第四十四条第二款 .在道路
同方向划有,条以上机动车道的(

变更车道的机动车不得影响相关
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的正常行驶0

的规定( 是造成事故的原因)

而当事人刘)荣驾驶车辆超速不
确保安全造成事故( 其行为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二十二条 .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
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的规定(

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 文明驾
驶0+ 第四十二条第一款 .机动车上
道路行驶( 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
的最高时速) 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
段( 应当保持安全车速0 的规定(

也是造成事故的原因) 当事人蔡)

兰+ 蔡)楷+ 蔡)顺无违法行为)

综上所述( 本队依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七十
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九十一条 ,道
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 第四十
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认定当
事人张)多+ 刘)荣承担事故的同等
责任( 当事人蔡)兰+ 蔡)楷+ 蔡)

顺无责任)

生活工作在海口的市民近期
无不深切感受到( 椰城的道路交
通秩序正在发生喜人变化! 中心
城区主干道交通拥堵大为缓解 (

交通优化组织的国贸片区和海秀
中路片区通行率提高5-6(大街小
巷都能看到执勤交警正在忙碌疏
导交通的身影(行人+车辆在道路
上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大幅减少
11自入夏以来( 天气持续高温(

海口市的交通警察仍顶着酷暑坚
守岗位) 为了充分提现警为民+民
爱警(5月'0日下午( 海南省农村
信用社联合社一行来到海口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带着全体信
合员工的浓浓深情对交警进行了
亲切慰问( 并赠送了,---份咖啡+

,---份鸡蛋等慰问品)

5月'0日下午(海南省农村信用
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吴伟雄(

党委委员+ 副主任杨桂芳( 党委委
员+副主任韩青(相关处室领导带着
慰问品来到海口交警支队开展慰问
活动) 海口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党委
书记+局长宋顺勇(市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蔡军( 交警支队支队长林鸿
宇( 政委黄海平和支队领导班子成
员+支队各部门领导和民警+协警+

协管员代表共,--人出席了慰问活
动仪式)

省农信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吴伟
雄对交警战高温+斗酷暑(立足岗位(

认真做好本职工作( 确保道路安全+

有序+畅通的工作态度给予了充分肯
定(对执勤民警+协管员不怕苦+不怕
累的无私奉献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

.交通秩序顺畅( 我们开车人的心情
就好多了(感觉也很轻松愉快)0吴伟
雄理事长对此由衷感叹2此次专程来
到海口交警支队(代表农信社全体员

工送上,---份咖啡+,---份鸡蛋等慰
问品'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林鸿
宇感谢省农信社的关心和支持时表
示(广大群众的支持与理解就是从事
交通管理工作的力量之源(交警们始
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
旨(立足岗位(严格履职(并据此改进
工作(让海口交通更通畅(更好+更高
效服务人民群众'

据了解(近年来(海南农信社在
省委+省政府正确领导下(在人民银
行+银监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发生
了巨大变化(成为资本充足率提高等
重要指标进步度连续"年全国同行业
排名第一(营业网点数+发卡增量+存
款增长率+7428机覆盖面等指标全
省银行业排名第一的金融机构'尤其
是小额信贷工作(得到了多位中央领
导的充分肯定'

?@AB

67C?DEFGHIJKL2CMNM

OP4QRSTHIUVC?

5月'"日上午( 海口市公安局交
通警察支队高郊大队永兴中队联合
永兴镇政府(针对永兴镇主要道路尤
其是,,"国道车辆乱停乱放造成交通
拥堵以及报废车上路行驶等交通违
法行为开展联合整治(至此拉开了海
口市开展乡镇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专
项整行动的帷幕'

据了解( 为进一步规范郊区乡

镇主要道路车辆停放秩序( 确保乡
镇主要道路畅通( 从严查处涉牌涉
证等交通违法行为( 有效降低事故
发生率' 日前(海口交警支队高郊大
队在大致坡中队召开郊区乡镇严重
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及3五进0交
通安全宣传部署推进会( 会上宣读
了该大队制定的 ,高郊大队郊区乡
镇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

方案-(并进行分工部署(要求严格
执行(严格落实(确保专项整治工作
取得成效'

在5月'"日当天的整治行动中(

共出动大队领导+各郊区中队+高速
路机动组警力5-余人(查处各类交通
违法行为&5起( 拖移违法乱停车辆.

辆( 查扣违法货车及农用车',辆(营
造出较好的整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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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9!" !$:'' 琼*;&&'/ 长途西站路口 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

,-',9-59'" '5:5- 琼*3;-5. 长途西站路口 !!!!!!!!!!!!!!!!!!!!!!!!!!!!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

,-',9-59'" '5:," 琼*<,/&. 国兴9省府路口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9-59'" '":"( 琼*3,0(( 国兴9省府路口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9-59'" '":"& 琼*7+'&0 和平大道9海甸三东路交叉口 !!!!!!!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9-59'" -(:". 琼*(;=-. 长途西站路口 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

,-',9-59'" -(:/' 琼*>5-,5 长途西站路口 !!!!!!!!!!!!!!!!!!!!!!!!!!!!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

,-?,9-59?" ?":", 琼*+<??- 国兴9省府路口 遇停止信号停在停止线内

,-?,9-59?" ?":/. 琼*-*+"& 人民大道9海甸四路交叉口 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9-59?" ?/:"5 琼*@A&&( 长途西站路口 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

,-?,9-59?" ?-:?" 琼*7B?,? 长途西站路口 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

,-?,9-59?" ?&:?- 琼*-CD0? 凤翔路9龙昆路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9-59?" ?&:-( 琼7,##55 国兴9省府路口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9-59?" ?&:-0 琼*78-,. 国兴9省府路口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9-59?" ?&:-. 琼*-EE?, 凤翔路9龙昆路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9-59?" ?5:?. 琼**F550 国贸大道9玉沙路交叉口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9-59!" !5:!! 琼*7E!!/ 凤翔路9龙昆路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9-59!" !5:!- 琼*@+.%! 国兴9省府路口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9-59!" !5:-% 琼*@>%%% 凤翔路9龙昆路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9-59!" -0:// 琼*)0-0% 国贸大道9玉沙路交叉口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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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一方全责+ 一方无责0(

不涉及人员伤亡的轻微交通事故(

保险行业先期已经推出了 .交强险
财产损失无责赔付简化处理机制0

&无责代赔( 即由全责方保险公司对
事故双方车辆进行查勘+ 定损+ 赔
付( 对于本应由无责方交强险承担
的全责方车损( 由全责方保险公司
在交强险无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
内代为赔偿$ '

.无责代赔0 的实行( 不仅省去
了无责方在没有事故责任的情况下
还要向自己保险公司索赔的麻烦(

而且也减少了全责方往返无责方保
险公司的路途之苦'

而 .互碰自赔0 是在 .无责代
赔0 的基础上( 进一步对于双方
事故中的各方均有责的事故进一
步简化理赔流程和手续的升级版
服务模式'

!!

-./0

如果事故当事人处理交通事故
时不能判断各方损失是否在%---

元以下( 可以就近共同到任何一方
的保险公司( 由保险公司进行查勘
估损'

满足 .互碰自赔0 条件的( 由
各方保险公司分别对本方车辆进行
定损'

不满足 .互碰自赔0 条件的(

应及时通知各方保险公司参与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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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一方保险公司查勘后按照
.互碰自赔0 方式处理的( 未参与
查勘的另一方保险公司必须无条件
认可( 不得要求当事人按原有流程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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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险地建立了交通事故集中定
损中心的( 当事人共同到就近的定
损中心进行查勘+ 定损( 可以方便
事故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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