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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活动
澄迈路长制联勤联动

心中最美路管员是谁？
我省这 30 名路管员都很棒，快来为他们投票吧！
南国都市报 11 月 7 日讯（记者 王燕珍）
11 月 7 日，记者了解到，由海南省公安厅交
警 总 队 路 长 办 主 办 ，南 国 都 市 报 承 办 的
2018 年海南省首届“最美路管员”评选活
动将进入投票阶段，投票时间从 11 月 8 日
截至 11 月 18 日（投票时间为 10 天），投票
期间，市民可以给自己心中最美路管员投上
支持票。届时，最终将评选出 10 名“最美路
管员”
。
从 10 月中旬起，南国都市报陆续报道
了一共 30 名路管员候选人的事迹，他们当
中有见义勇为类的路管员，比如奔走几十里
为游客找回遗失手机向中外游客展示三亚
公安良好形象的三亚市公安局崖州分局南

山派出所副所长、三级路长张海龙，也有敬
业奉献类路管员，比如老交警海口市交警支
队龙华大队的周群 30 多年坚守一线为群众
服务，还有助人为乐类的路管员，比如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巡防大队的热心肠
路管员符士哲扶老助残淋雨帮车祸伤者撑
伞，另外还有业务能手类的路管员，比如澄
迈县公安局特警大队路管员温道越。
一个个路管员的故事，感动了一位位群
众，每一位路管员以其实际行动，架起了公
安交警与群众之间沟通的桥梁，展示了我省
路管员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等优秀风采。
11 月 7 日，记者从活动组委会了解到，
根据活动要求，在投票期间，将有两种投票

“最美路管员”投票表
01

张海龙 三亚南山派出所

02 周群

海口龙华交警大队

途径，一种是报纸平台投票，另一种是新媒
体平台投票。最后，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将组织专家，对参选路管员进行评选。
计票方式：报纸和新媒体投票占总分数
的 60%，一份报纸投票等于 10 次新媒体投
票；省交警总队组织的专家评审团占总分数
40%。最终从 30 名候选人中选出前 10 名
“最美路管员”
。
一旦投票结果出炉，将在南国都市报纸
媒和新媒体平台、海南交警的新媒体平台
公布评选结果，联合授予 10 名路管员“最
美路管员”称号，在全行业通报表彰并颁发
荣誉证书，学习推广宣传“最美路管员”好
经验好做法。

投票方式

16

薛玉阳 三亚特警支队二大队

17

江环宇 海口金贸派出所

第一种方式：
报纸选票。
投递地址：海口市滨涯路 9 号
省交警总队路长办 黄振栋 收。

03

温道越 澄迈公安局特警大队

18

刘志刚 临高边防支队调楼派出所

04

吴林柽 定安公安局巡特警大队

19

邱名漪 澄迈公安局交管大队

05

陈元雄

20

侯圣法 乐东利国派出所

第二种方式：
新媒体平台投票。

06

符士哲 保亭公安局巡防大队

21

洪家义 定安交管大队定城中队

07

林永飘

22

陈永持

08

张其盛 文昌交警大队文城中队

23

吴挺宁 万宁交警大队万城中队

09

吉典

乐东交管大队千家中队

24

钟振军 白沙路面交通协管员

投票方法：关注“南国都市报”
官方微信平台，然后进入“最美路
管员”界面，找到自己要投票的路
管员的编号，就可以参与投票了。

10

赵永浩

东方交通警察大队

25

文彪

三亚月川派出所

11

王忠强

洋浦开发区交警支队

26

胡家敏

五指山交警大队市区中队

12

曾刚

儋州交警支队

27

张埔

海口海府路派出所

13

李蔓翔

陵水交管大队

28

吴建华 保亭公安局交管大队

14

吴建雄

昌江公安局特警大队

29

吴清隆 琼海巡特警大队

15

邓炜

屯昌公安局交管大队

30

符钰翎 琼海中原派出所

万宁交管大队高速中队
琼中湾岭派出所

三亚交警吉阳大队一中队

扫二维码投票

南国都市报
微信公众号

（记者 王燕珍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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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查获
酒驾醉驾 5 起
南国都市报11月7日讯（记者
王燕珍）自全省“路长制”工作开展
以来，澄迈县公安局多警种联勤联
动，开展道路整治常态化，掀起强烈
打击整治风暴。仅11月6日当天，
该局在金江县城和南海大道老城往
海口方向23公里处，查获闯禁行14
起、酒驾醉驾5起，查扣轿车4辆、摩
托车6辆、电动车10辆以及非法拼
装三轮摩托车2辆。

海南开出首张
关税保证险保单
南国都市报 11 月 7 日讯（记者
石祖波 通讯员 李娟）6 日，中国人
民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
公司在海口海关支持下，出具投保
人为海航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海南省
首张关税保证保险保单，并顺利完
成保险公司与海关系统全部信息推
送和接收，标志着我省关税保证保
险推广工作的全面开启。

海南新闻界
书画展开展
南国都市报11月7日讯（海南日
报记者 卫小林）为激发海南全岛建
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
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壮
志豪情，6日下午，
“勇立潮头谱新篇
——海南省新闻界纪念中国改革开
放40周年专题书画作品展”
在海南日
报新闻大厦开展,展览征集到新闻
机构书画爱好者专题作品近百件，
经评审遴选出近 50 件作品参展。
本次展览由省委宣传部、省文
联指导，省新闻工作者协会、海南日
报报业集团、海南广播电视总台联
合主办，省书协、省美协、省书画院
学术支持，海口日报、三亚日报、海
南特区报、国际旅游岛商报、海南声
屏报·海周刊、海口广播电视台、三
亚广播电视台、省广告协会等协办，
海南南国食品实业有限公司冠名。

各市县相继建立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截至今年10月23日,交通事故起数同比下降6.6%

遏制超限超载不放松 货运源头盯得紧
道路交通安全
三年攻坚战

南国都市报11月6日讯（记者 王小畅）
6日，记者从省安委办获悉，10月份以来，各
市县治超办根据“交通安全三年攻坚战”工
作要求及省治超办通知要求，积极联合公安
交警、交通、公路等执法部门开展联合治超
行动，
各地在货运源头附近道路设置临时执
勤点，
增派执法人员加大对过往货车的排查
力度，
严查货车超载和非法改装违法行为。
据了解，为了严禁车辆超限超载运输，
各市县加大对涉嫌超限超载管理，强化治超
力度，同时加强市场等货运源头检查，要求

企业履行安全责任主体，依法依规经营，不
得为车辆装载超载超限货物，不得让超载超
限车辆出站场，违者将按规定处罚。同时，
海口、东方、琼海、儋州、昌江、定安等各市县
建立多部门联合执法行动，
全面治理超限超
载，严查车辆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违法行为。
海口市交通港航综合执法支队联合交
警、交警、公路三部门在海口市交通干道及
高速重要出入口，采取流动联合执法，对货
运车辆严格检测，
目前已逐渐建立多部门联
合执法长效机制，落实每周不少于3次的联

合执法行动。截至10月22日，当月共出动
107名执法人员，执法车20辆，共检查48辆
货运车辆，涉嫌超载车18辆，当场处罚5辆
超载车，形成强有力的震慑，有效打击了海
口市内货车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违法行为。
琼海市交管大队为最大限度消除道路
运输安全隐患，
深化治理车辆超限超载联合
执法常态化工作，
进一步加大对货车违法超
载超限行为的打击力度，
根据近期对重点车
辆轨迹分析研判的特点，
联合整治组在东红
服务区附近货运车辆经过较为集中的路段
设立临时执勤检查点，
以点带面展开整治。
琼海市交管大队采取的措施包括：一是
加强对过往货车特别是大中型货车的检查；
二是对货车违法改装的，一律拆除，恢复车
辆原貌。三是高压严查货车加装栏板、加装

轮胎、改型、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和不按规定
安装号牌、不盖帆布等违法行为，严格落实
“罚、扣、抄、拘”处罚措施，提高货车超限超
载等违法行为查处效率。
另据了解，在专项行动中，省交警总队
强化部门联动，持续推进路面整治行动。突
出联合治超指挥职能，强化省级治超机动队
突击查缉力度，
落实异地调警、交叉执法，
强
化暗访暗查、违法曝光，实现全省区域全覆
盖、重点区域强管控。紧盯源头治理、突出
重点环节，全面推进重点车辆非法拼装改
装、
假牌套牌假证等各专项行动深入开展。
自今年1月1日至10月23日，
全省发生一
般程序处理的交通事故 2101 起，死亡 663
人，受伤 2459 人，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受伤
人数分别同比下降 6.6%、16.6%、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