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日"#时$%分许! 当事人吴&

桂步行进入东线高速公路那美立交南
大桥出口路段! 由西往东方向横过高
速公路!遇见当事人陈&民驾驶大客车
由南往北方向行至此时!吴&桂转身折
返! 而陈&民发现时向左打舵躲闪不
及!导致该大客车碰撞行人!造成吴&

桂受伤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同年$

月(日死亡的交通事故"

!"#$%&'()

根据现场勘查#检验鉴定#当事人
陈述#证人证言等证实$当事人吴&桂
步行进入高速公路!横过高速公路!其
行为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六十七条'行人#非机动车#

拖拉机# 轮式专用机械车# 铰接式客
车# 全挂拖斗车以及其他设计最高时

速低于七十公里的机动车! 不得进入
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限速标志标明的
最高时速不得超过一百二十公里(之
规定!是导致事故的原因"

而当事人陈&民驾驶机件不符合
技术标准的大客车!未确保安全行驶!

其行为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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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十二条第一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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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规定!是导致事故的原因"

综上所述!海口交警本队认定当事
人吴&桂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当事人
陈&民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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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施工的路段$ 滨海大
道与明珠路交叉口# 人民大道与
海甸五西路交叉口# 盐灶一横路#

国兴大道南大立交桥旁# 海秀中

路# 海秀西路# 绿色长廊 *往火
山口公园+ 与货运大道交叉口#

美俗路# 国贸一横路# 蓝天路与
万华路口# 和平大道海甸四东路
口至海甸五东路口# 南海大道与
永万东交叉口# 青年路民安小区
地段# 新华北路 *得胜沙路交叉

口至中山路口+# 解放东路 *新华
北路口至海口妇幼保健院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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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 海口车管一所便开始使用
实名制排队系统查处出一起用假身份
证办理业务的违法行为"

#月!日! 王某到车管一所使所办
理注册登记业务!根据该所在%排队叫

号系统管理暂行规定& 中规定$'办理
车管业务必须经过排队叫号系统取
号! 而取号凭车主身份证或单位委托
人身份证!系统扫描自动顺序取号!每
个身份证每天只能取一个号" (王某在
用假身份证扫描取号时! 被该所工作
人员当场识破并送辖区派出所处理"

经辖区派出所调查反馈情况$王

某因不慎丢失身份证等证件! 为图方
便在南大桥附近以)*元的价格办了一
张假身份证!以为可以蒙混过关!没想
却被车管所工作人员识破"

据了解! 今年'月+'日以来! 海
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管一所
启用实名制排队系统" 群众办理车
管业务时! 必须凭车主身份证 *二

代证+ 原件通过设在服务大厅的排
队系统扫描读取车主身份证信息!

才能取得排队号! 经受理窗口工作
人员比对排队号与受理资料的车主
信息一致后方可办理! 档案岗核对
无误后方予归档"

自排队实名制实行以来! 成效显
著! 以科技手段进一步规范了窗口审

核车主身份证原件的程序! 防止一些
不良分子用假身份证蒙混过关! 同时
也堵住一些非法中介钻空子随意取号
排队代办车管业务的漏洞"

另外!海口交警支队第一#第二车
管所自+*"+年#月""日起!将上班时间
调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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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公交车违章"(次)出租车违章
"(+次)公路客运车违章#)次" 在公交车
违章行为中!车辆重点违反了'机动车违
反规定停放() 在出租车违章行为中!车
辆重点违反了 '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

在公路客运车违章行为中! 公路客运车
辆公重点违反'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

第二#海口市货运道路交通违章共
(+))次!车辆重点违反$'机动车载物超
过核定载质量未达!*,的(和'在禁止
掉头或者禁止左转弯标志#标线的地点
掉头的(

d#e9bcfghiIJ

+*"+年'月份货运车辆交通违法次
数排名$

"# 海口经海集装箱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 "!+次

+#洋浦蓝岛运输有限公司 "*"次
!#海南旺盛达船务有限公司 ("次
$#陈秀峰 )$次
%# 海南永旺混凝土配送有限公司

%#次
+*"+年'月份全市货运车辆监控记

录违法次数排名$

"#海南湛南贸易有限公司 %次
+# 海南省公路材料供应站危险货

物运输车队 $次
!#海南锦洲食品有限公司 !次
$#海口市邮政局 !次
%# 海口美兰万泉货物仓储服务部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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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以来!海口市各中小学校陆
续开学!为加强开学期间学校周边路段
交通管理!确保我市道路交通安全#有
序#畅通" 近日!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支队召开专题工作会议!部署开学期
间学校周边路段交通疏导保畅工作!支
队各路面大队#科技#设施#秩序#指挥
中心等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指挥监控中心通报了开学第
一天市区各学校周边路段交通通行情
况!美兰#龙华#琼山#秀英等路面大队
领导分别对各自辖区早晚高峰期学校
周边路段交通疏导情况进行了汇报"

各单位都高度重视开学期间学校
周边路段保畅工作!结合往年工作经
验!强化部门协同!明确责任分工!细
化方案措施!全力以赴开展好开学期

间交通疏导保畅工作" 各路面大队领
导要加强对开学期间辖区道路交通疏
导工作进行全面#充分的评估!各大
队做到助学岗要在确保上岗时间的前
提下!科学调配警力!安排有工作经
验的民警带队!重点学校的辖区中队
长必须在($"*分前到岗组织指挥"

同时!各辖区大队要主动深入学校!

建立学校重大活动协调沟通工作机制!

确保相关信息及时掌握"另外!海口交警
支队科技科根据开学期间市区交通流量
变化情况!科学调整交通信号配时)特勤
大队要增加早班警力!(点"%分前到龙华
辖区集中待命!做好应急处置备勤工作!

于#月(日启动一级勤务预案! 加强开学
后第一个周末晚高峰交通疏导工作"

另外!协调金鹰实业加派一辆吊车
到各辖区大队待命! 及时处置乱停乱
放#故障车辆的拖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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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琼/0)($( 万华路-蓝天路-南宝路交叉口 逆向行驶
+*"+-*#-*$ ").$( 琼/12+'* 万华路-蓝天路-南宝路交叉口 逆向行驶
+*"+-*#-*$ "".$" 琼/31'"! 万华路-蓝天路-南宝路交叉口 逆向行驶
+*"+-*#-*$ "!.$% 琼0(%"*' 万华路-蓝天路-南宝路交叉口 逆向行驶
+*"+-*#-*$ "!.$( 琼4/)''' 万华路-蓝天路-南宝路交叉口 逆向行驶
+*"+-*#-*$ "(.*$ 琼//5')" 国贸大道-玉沙路交叉口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 "%.$" 琼/!')!) 国贸大道-玉沙路交叉口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 "*."! 琼/67'%) 国贸大道-玉沙路交叉口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 ").+' 琼/("'$' 国贸大道-玉沙路交叉口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 ").!" 琼/18#%' 国贸大道-玉沙路交叉口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 "(."% 琼30)('# 国兴大道-琼山大道交叉口 遇停止信号停在停止线内或遇停止信号

停在路口内
+*"+-*#-*$ "$.%* 琼/*49$) 国兴大道-琼山大道交叉口 遇停止信号停在停止线内或遇停止信号

停在路口内
+*"+-*#-*$ "%.+# 琼/:"*#" 海府路-海府一横路-蓝天路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 "$.+" 琼0('%') 海府路-海府一横路-蓝天路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 "$.*' 琼/;%!%+ 海府路-海府一横路-蓝天路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 "$.$* 琼/*<0#' 海府路-海府一横路-蓝天路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 "$.%$ 琼/=1+'" 海府路-海府一横路-蓝天路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 "*.$' 琼/4=''( 和平大道-海甸二东路交叉口 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 "'.*) 琼/7)+'! 凤翔路-龙昆路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 "'.*( 琼/>"#!) 凤翔路-龙昆路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