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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涉及人、车、路等各
个方面，涉及规划、建设、管理等诸多环
节。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需要政府相关
职能部门的通力合作，各行各业的积极参
与和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自觉践行。”陈鸿
飞认为。

据了解，省公安厅、文明办、教育厅、交通厅、
司法厅、安监局近日联合下发通知，部署以“抵制
七类违法，安全文明出行”为主题，大力开展全国
交通安全日活动。

一是公安交管部门开展“严查七类交通违
法”专项整治行动。

二是文明办系统开展“志愿服务我参与”活
动。各级文明办充分动员社会各方面资源，动
员全省共青团、妇联、工会等组织，结合地区实
际，开展志愿服务。以交通安全宣讲、交通违
法劝导、宣传资料发放等方式，大力宣传文明
交通新风尚，倡导文明交通好习惯。

三是教育行政部门、文明办等部门开展
“文明交通我践行”活动。推动“小手拉大
手”，让学生知危险、会避险，让家庭知法、懂
法、守法。

四是交通运输部门开展“安全行车我承诺”
活动。各级交通运输部门督促运输企业、驾驶
培训机构开展新驾驶人、客货运驾驶人“安全行
车我承诺”活动，抵制七类交通违法。

五是司法行政部门开展“交通法规我知晓”
活动。

六是安全监管部门将开展“违规企业大曝
光”活动。公布一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运
输企业（单位）名单，公布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
告，剖析原因、教训，强化警示教育和曝光力度。

道路安全需社会共同治理

违规运输企业
将被曝光

抵制七类违法 安全文明出行

核心提示

今年12月2日是第三个“全

国交通安全日”，主题是“抵制七

类违法 安全文明出行”。这七类

违法分别是超速、超载、酒驾、毒

驾、闯红灯、占用应急车道、不礼

让斑马线。

这七类违法行为多发，社会

危害较大，其重要的特征就是违

反法律、野蛮驾驶、背弃文明。而

超速更是位列之首，是“马路第一

杀手”，超载、占用应急车道常见

多发，毒驾已成为严重危害交通

安全的新问题，社会高度关注。

“抵制七类违法 安全文明

出行”主题的确定，旨在呼吁广大

交通参与者自觉抵制这七类交通

违法行为，努力形成“遵守交通法

规光荣，违反交通法规可耻”的社

会氛围。

今年交通安全日期间，海口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将开展严

查七类交通违法行为统一行动，

重点查处超速、超载、酒驾、毒驾、

闯红灯、占用应急车道、不礼让斑

马线等七类交通违法行为。

截至目前，我国机动车超过2.6亿
辆，机动车驾驶人数量已达3亿，驾驶
人数量、机动车增长速度位居世界第
一。我省机动车达到210万辆，机动车
驾驶人数量已超过195万人；与快速进
入汽车社会的现状相比，我国汽车文
明滞后，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文明
意识、法治意识还比较薄弱，交通违法
行为和交通陋习仍然普遍存在。

省交警总队总队长陈鸿飞表示，
从近年交通违法查处情况看，超速、超
载、酒驾、毒驾、闯红灯、占用应急车
道、不礼让斑马线等七类违法行为占
所有交通违法行为总量近四分之一，
今年以来，我省查处超速21万起、超

载2830起、酒驾588起、毒驾24起、闯
红灯 37898 起、占用应急车道 7778
起、不礼让斑马线312起。而超速更
是位列之首，是“马路第一杀手”，超
载、占用应急车道常见多发，毒驾已成
为严重危害交通安全的新问题，社会
高度关注。

据统计，今年以来，因机动车酒驾
引发交通事故69起、死亡20人、受伤
62人；因机动车超速引发交通事故14
起、死亡8人、受伤18人；因机动车违
法交通信号灯引发交通事故30起、死
亡3人、伤59人。

从这七类交通违法行为发生的
范围来看，既有城市地区、又有农村

地区，既有高速公路、又有普通道
路。从危害程度来看，超速、超载、酒
驾、闯红灯导致的交通事故量大，恶
性程度高；占用应急车道危害群众公
共利益；不礼让斑马线，妨碍行人通
行权利和直接危及行人生命安全，上
述违法行为严重妨碍交通秩序、道路
安全。

海口市交警部门负责人认为，“抵制
七类违法 安全文明出行”主题的确定，旨
在呼吁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抵制这七类
交通违法行为，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
规则意识、安全自律意识、社会责任意识、
文明礼让意识，努力形成“遵守交通法规
光荣，违反交通法规可耻”的社会氛围。

今年交通安全日期间，海口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将开展严查七类交
通违法行为统一行动。统一行动整治
时间从12月 2日0时起至2日24时
止。整治的重点道路为：高速公路，交
通流量大、秩序混乱的国省道干线及
城市道路。海口交警各大队将重点强
化对酒驾、毒驾、闯红灯、不礼让斑马
线等违法行为的执法，加大对城区餐
饮、娱乐场所等重点区域管控力度，在
晚饭后、凌晨等重点时段，开展针对酒
驾、毒驾的专门整治行动。高速交警
将强化路面巡逻和视频巡查，加大现
场纠违和处罚力度，集中查处超速、占
用应急车道违法行为。

七类违法社会危害大——

超速成“马路第一杀手”

文明出行 你我同行
——海口公安交警“交通安全”系列专题

之四

超速、超载、酒驾、毒驾、闯红灯、占用应急车道、不礼让斑马线等七类违法行为占所有交通违法行为总量近四分之一

据了解，在查处的交通违法中，20%以上是超
速交通违法。“十次事故九次快”，超速行驶危害多。

数据显示，在干燥水平路面上，时速为80
公里时，制动距离约为70米；时速为100公里
时，制动距离达到101米，而时速为140公里
时，制动距离达到173米！海口市交警支队有
关负责人认为，当前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时，同
车道后车如超速行驶，则极易发生追尾事故。

超速也容易引发翻车事故。车速如果过
快，转弯时离心力会增加，车速增为两倍，离心
力增为四倍。遇有情况急打方向盘，车辆易发

生侧滑，严重时会导致翻车。
超速更影响司机的判断能力。速度越快，

反应时间越短，视野越小。实验表明，当时速70
公里时，视力为1.2的驾驶人视力将会下降到
0.7，同时，车速越快，视野范围越小。当时速40
公里时，视野为100度，当时速70公里时，视野
为60度，当时速100公里时，视野为40度。

“超速一旦发生事故，后果更严重。”该负责人
表示，车速越快，碰撞能量越大，车速增为两倍，碰撞
能量增为四倍。如果时速为50公里，发生事故时，
车辆相当于从三层楼高度坠落；如果时速为100公

里，发生事故时，车辆相当于从十层楼的高度坠落。
如果与行人发生碰撞，当时速为20公里

时，行人死亡率为10%；时速为40公里，行人死
亡率为40%；时速为50公里，行人死亡率约为
60%；而时速达到100公里时，行人死亡率则为
100%，超速行驶发生碰撞，极易导致车毁人亡。

目前，客运车辆超速已经成为导致道路交
通事故特别是群死群伤事故的主要原因，从近
三年的统计数据看，全国发生的一次死亡10人
以上的重特大交通事故中，因客运车辆超速导
致的事故高达3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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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应急车道 |

拖延拯救生命的时间
应急车道，主要在高速路或城市快速路两

侧施划，专门供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
车执行紧急任务及其他紧急情况下使用，被称
为“生命通道”。

省交警总队交管处处长陈伟志表示，占
用应急车道的危害主要有：一是延误紧急救
援。占用应急车道，致使救援等执行紧急任
务的车辆受阻，无法及时到达现场处理事故、
排险、疏导、抢救伤员，导致道路拥堵加剧，甚
至造成伤员、病人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
的严重后果。

二是加剧道路拥堵。当前方发生交通事故
或者遇到车多缓慢行驶时，部分驾驶人在应急
车道和行车道内来回穿行、加塞，不断变线，干
扰正常通行的交通流，增加了交通拥堵程度。

三是极易造成事故。部分车辆在高速公路
上发生故障后，没有按规定打开报警闪光灯并
在规定距离设置警示标志，而是直接将车停在
应急车道上维修；部分驾驶人疲劳时将车随意
停在应急车道休息。上述行为极易使同向车辆
不明前方情况，导致事故发生。

四是形成负面示范。不按顺序排队行驶，占用
应急车道，往往会产生极坏的负面示范效应，使遵规
排队者因心理不平衡而产生效仿的念头和举动，严
重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破坏社会风气。

陈伟志表示，交警部门不但加强路面巡
查，同时通过道路上的高清视频监控，对非法占
用应急车道实施抓拍。根据有关规定，对驾驶
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占
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的行为记 6分，处以
200元罚款。

不礼让斑马线 |

威胁行人通行安全
斑马线，即人行横道线。我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47条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
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
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
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

不礼让斑马行为不仅违法，而且危害很
大。陈伟志表示，一是威胁行人通行安全。斑
马线是行人安全通过道路的生命线，也是行人
的法定路权，应当受到礼让和保护。行人相对
于机动车，是道路交通中的弱势群体。不礼让
斑马线容易造成人车碰撞事故，从而对行人造
成人身伤害，甚至导致死亡。

二是违背社会公德。行经斑马线，汽车与
行人抢行，侵犯行人路权，是倚强凌弱，相对于
酒驾、闯红灯、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不礼让斑
马线违法行为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公民的文明
程度和社会公德。

超速 | 时速100公里出事故，相当于十楼坠落

今年6月23日，环岛高速公路海口往老城
方向595公里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谭某容驾驶
的中型货车失控侧翻，四名乘客死亡。其中两
人是谭某荣的妻儿，另外两名死者系谭某荣工
友的妻儿。

事发前，据交警部门介绍，事发时四名死者
均坐在货车的副驾驶座，货车荷载1.5吨，却拉了
5吨的货，属于超员超载。

“超载后转向沉重，离心力增加，影响汽车
操纵性能，制动距离延长，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大货车超载违法导致的道路交通事故，特别是
恶性交通事故频繁发生，主要形态为失控或爆
胎翻车、制动失效撞车等。”交警部门有关负责
人分析。

该负责人表示，载重限值是汽车设计制造
的主要技术依据之一。一旦超载会使车辆安全

技术性能发生改变，关键部件受损严重，如焊点
断裂，车架变形，发动机负荷过大，大大缩短车
辆的使用寿命，同时会导致车辆制动性能、操控
性能严重下降。”

超载蝇头小利，平安一本万利。据统计，
2013年全国一次死亡5人以上的事故，涉及货车
超载的近20%。货车肇事导致的一次死亡10人
以上的事故中，70%存在货车超载的违法行为。

超载 | 为蝇头小利丢了性命

“酒后驾车造成的交通事故恶性程度高，社
会危害大。”省交警总队交管处副处长陈明表
示，酒精对人体机理影响很大，酒后驾车会使驾
驶人操作驾驶能力大大降低。

首先是触觉能力降低。饮酒后驾车，由于
酒精的麻醉作用，人的手、脚的触觉能力较平时
降低，往往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

其次是判断能力降低。饮酒后，驾驶人对

光、声刺激反应时间延长，本能反射动作的时间
也相应延长，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如眼、手、脚之
间的配合功能发生障碍，因此无法正确判断距
离、速度。

三是视觉能力降低。饮酒后可使视力暂时
受损，视像不稳，辨色能力下降，因此不能发现
和正确辨别、判断交通信号、标志和标线。同时
饮酒后视野变窄，视像模糊，对处于视野边缘的

危险隐患难以发现。
四是自控能力降低。在酒精的刺激下，人

的自控能力大大降低，失去理性，对他人的劝告
置若罔闻，对法律和道德的约束置之不理，往往
会冒险驾车、野蛮驾驶。

陈明表示，三年来，虽然公安机关依法治理
酒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农村等地区酒驾违法
行为仍然多发。治理酒驾任重道远。

酒驾 | 司机一杯酒 亲人两行泪

近年来，吸毒后驾驶车辆（以下简称“毒
驾”）成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新问题。

陈明表示，吸毒比醉酒对机动车驾驶人的影响
更大，对道路交通安全威胁也更大，毒驾造成的交
通事故后果极其严重，对群众生命财产危害极大。

一是心理、生理机能出现问题。研究表明，
吸毒后，驾驶人意志力、判断力、反应力严重衰
退，方向感、距离感、时空感错乱，识别道路交通

情况能力、肌体协调能力急剧下降，给行车安全
带来严重危害。

二是隐蔽性强，难以查处。从主体特征来
看，毒驾当事人隐蔽性强，大多数不具备明显外
部特征，难以发现，往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经过
检验才会发现为毒驾。

为有效遏制吸毒人员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
的发生，确保道路交通安全，公安部作出明确规

定：正在依法执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和社
区康复措施的吸毒成瘾未戒除人员，要主动到
驾驶证核发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注销驾驶证，未
主动注销的，公安交管部门将按照《机动车驾驶
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规定注销其机动车驾驶证；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受理驾驶证申领业务
时，对发现属于三年内有吸毒记录或者成瘾未
戒除人员的，不予受理申请。

毒驾 | 三年内有吸毒记录不能申领驾照

闯红灯 | 有损社会文明风尚

红灯停、绿灯行，是基本的通行规则。我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红灯表
示禁止通行，绿灯表示准许通行，车辆和行人应
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

据统计，2013年公安交管部门处罚的交通
违法行为中，约6%是闯红灯违法行为。闯红灯

违法行为危害主要是：一是破坏通行规则。交
通信号灯的主要作用是科学分配车辆、行人的
通行权，使之安全、有序通行，闯红灯严重破坏
了路权分配规则。

二是发生交通事故几率高。无论是行人、
非机动车还是机动车的闯红灯行为都会增加路

口交通冲突，增加事故发生几率，危害极大。
三是导致交通无序。“中国式过马路”等

媒体热词折射出全民交通法治意识的缺失，
行人和非机动车视法律为儿戏，随意闯红灯，
既破坏了社会公共秩序，也极大损害了社会
文明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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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查处一人货混载且超重的中巴
车。 省交警总队供图

图为交警正在检测酒驾。
省交警总队供图

大卡车超载进城。 阿才 摄

（本版撰文/品观 陈世清 李盛兰 周平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