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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3天，海南高速公路发生4起交通事故，造成6死26伤

莫让超载大货车成了大“祸”车
社会聚焦

■ 本报记者 良子

4月29日至5月1日，3天的时间，
海南高速公路发生4起与大货车有关的
交通事故，事故造成6死26伤。在这一
连串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家庭的
破裂和悲痛。

据调查，这4起交通事故的涉事车
辆均涉嫌超载。

车辆超载违章，是严重的道路交通
违法行为，特别是货运车辆超载极易引
发道路交通事故，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被称为头号“公路杀手”和

“事故元凶”，已成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的一大难点问题。据统计，70%的道路
交通事故是由于车辆超载引发的，50%
的群死群伤事故、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
与超载有直接关系。

日前发生的一系列超载大货车引
发的事故，又引起人们对于货车交通安
全的关注。

超载货车屡禁不绝

在高速公路上，我们不时能看到一
些加高加长的超载大货车呼啸而过。
这些“庞然大物”总会让人胆颤心惊、避
而远之。

据省交警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高速公路上，大货车之所以经常会发生
事故，除了驾驶员交通安全意识淡薄

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超载。
“不超载，不多装货物，我们怎么赚

钱？”有着10多年驾龄的赵司机对记者
说：“我敢这么说，高速公路上的货车10
辆有8辆都超载。”

虽说执法部门强化了路面管控力
度、加强对大货车超载的执法，但货车
超载仍屡禁不绝。

非法超载易引发追尾

据了解，车辆超载意味着载质量增
大，导致惯性加大，制动距离加长，影响
转向性能，车辆难以控制，危险性增
大。如果严重超载，则会使轮胎负荷过
重、变形过大而引发爆胎、突然偏驶、制
动失灵、翻车等事故。另外，超载还会
影响车辆的转向性能，易因转向失控而
导致事故。

大货车超载行驶在有坡度的路上
时，因车重，速度明显放慢，而后面的
车按正常速度行驶时，很容易发生追
尾事故。

大货车夜间流量大隐患多

据介绍，我省公安交警部门，特别
是海口近期查处货车超载力度较大。
高速公路白天管控较为严格，大货车
多数选择夜间行驶，避开执法人员检
查。高速公路尤其是环岛高速公路海
口段、西线段，夜间货车流量大，隐患
多。

夜间能见度低，加上疲劳驾车等原
因，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4月30日西

线高速上发生事故的3辆大货车分别来
自江苏、山西、河南。这些跑长途的司机
疲劳驾车，加之超载，遇到紧急情况，难
以控制车辆，从而造成交通事故。

超载对货车本身造成损害

所谓超载，指的是车辆载重超过车
辆本身和道路的承载能力。一般大型货
车按照轴划分，每轴允许载重10吨，如
果超过这个限制就会对货车本身造成损
害，致使货车安全技术状况不合格。

5月 1日凌晨，东线高速发生的4
死10伤的交通事故，就是车辆安全技
术状况不合格，导致货车轮胎脱落引发
后面客车碰撞轮胎失控造成。

亟需加大监管打击力度

目前，在我省高速公路上还有一些
超载大货车选择夜间上路，躲避执法部
门的检查。这也反映出我省夜间交通
安全执法力量不足、市县交通安全监管
不够到位。

交通安全无小事。针对近日海南
省交通安全事故频发的情况，海南省政
府于5月1日召开紧急会议，专题研究
部署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会议要求，各市县党委政府立即采
取果断措施，从即日开始增加执法力
量，加强夜间、尤其是后半夜的巡
查；公安及交通部门要根据各自职
责，通过设点堵截及上路巡查，严厉查
处超速、超载、超限车辆和各种违章违
法行为。

（本报海口5月2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第五十条第一款规
定：超过公路、公路桥梁、
公路隧道或者汽车渡船的
限载、限高、限宽、限长标
准的车辆，不得在有限定
标准的公路、公路桥梁上
或者公路隧道内行驶，不
得使用汽车渡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第七十七条第五款
规定：违反本法第五十条
规定，车辆超限使用汽车
渡船或者在公路上擅自超
限行驶的，由交通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

以处三万元
以下的罚款。

东线高速 | 大货车轮胎脱落致4死10伤
5月1日1时许，在G98东线高速公路19KM+350M

处，一辆重型自卸货车由于车辆机件不符合安全技术性
能，行驶过程中右后轮胎脱落在车道内，致使随后行驶的
大型客车碰撞该轮胎，造成4死10伤。

西线高速 | 三货车相撞2死3伤
4月30日凌晨2时15分左右，西线高速临高路段，儋

州往海口方向545公里处，三辆满载超重的大货车连环追
尾相撞，造成2死3伤。

海文高速 | 客车追尾大货车7人受伤
4月29日中午12时许，一辆载有10人的客车在经过

海文高速公路大致坡往潭牛方向路段时，与前方一辆涉嫌
超载的大货车发生追尾刮碰，造成1人重伤6人轻伤。

处罚依据

制图/张昕

3天时间
海南高速

4起交通事故
6死26伤

本报海口5月 2日讯 （记者良子
通讯员程学辉）昨天，海口公安局机场分
局成功处置一起“闹机”事件，3名太原
籍旅客被行政拘留10日。

经查，太原籍旅客张某、李某为母女
二 人 ，当 天 与 路 某 结 伴 乘 坐 川 航
3U8182航班，自太原飞海口。飞行途
中，因机舱过道较窄，李某与乘务员因让
路引起争执，乘务员当场表达了歉意，但
李某不满意。随后其母张某与路某也加

入争执。
三人要求乘务人员、该航班机组、川

航公司发表书面声明道歉，反复纠缠，不
服劝解，并强行打开手机进行拍录，严重

影响了飞行安全。
该航班18时40分降落海口美兰机

场后，张、李、路三人在航班停靠的16号
登机口附近，与该航班乘务人员持续纠

缠，阻拦他们继续执飞下一个航班。机
场派出所民警赶来劝解，但三人拒绝离
开，张某还借口身体不适，自行倒地撒
泼，造成16号登机口的其他航班旅客无

法登机。民警在反复劝解无效的情况
下，将3人带离现场，医护人员也将张某
送到187医院检查。

张某从187医院回来后，已是5月2
日下午，张、李二人仍然不配合民警调
查，并以“太累”为由消极应付。

由于三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海口机场警方依法
对三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罚款
500元的处罚。

空中影响飞行安全，地面堵塞登机口

从天上“闹”到地上 三旅客被拘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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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那大5月 2日电 （记者易宗
平 通讯员李秋欢）原本对歌竞唱的儋州
调声，如今充实进新的内容——将“一创
五建”的概念、目标、意义等编成调声唱
词，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下乡宣讲，使
创建行动在全市上下广为人知。

何谓“一创五建”？即在5年内，儋
州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统领，整体推
进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双
拥模范城、平安城市、创业创新城市建
设。除了用儋州调声宣讲这些内容外，
该市还采取多种宣传形式。据统计，4
月以来，全市印发了1万份《“一创五建”
知识问答》宣传单，在市区人流量大的显
著位置悬挂宣传标语横幅90余条，在文
化北路悬挂灯杆旗6种30余面，在东成
高速路口设立22米×6米的大型户外
广告牌。同时，利用LED电子普法平台
播放海报，并利用设置在市直机关办公
大楼一楼大厅的LED电子普法宣传屏，
制作了3期共35张“一创五建”海报，营
造浓厚的创建氛围。

据儋州市司法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该市大力开展“一创五建”法律服务活
动：从儋州市3家律师事务所、6家法律
事务所、1家公证处抽调法律工作者，组
成“一创五建”法律服务团，协助解决“一
创五建”工作中的涉法涉诉问题，既有律
师在市信访局坐班，也有公证员参加市
拆除违建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儋州开通援助通道
专门办理“一创五建”法律援助案件。截
至到目前，全市共办理法援案件169宗，
接待解答法律咨询456人次，帮助农民
工挽回经济损失207万元。该市司法局
以镇司法所为依托，发挥人民调解、社区
矫正等职能，积极为群众开展“一创五
建”矛盾纠纷调解，成功化解矛盾纠纷近
20起。

儋州为“一创五建”提供法律服务
普法调声队下乡宣讲，法律服务助农民工挽回损失207万元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任术君 陶昱

近年来，儋州“双拥”（地方拥军优
属，军队拥政爱民）工作正有声有色地推
进。儋州通过开展“双拥”工作，巩固和
加强军政军民团结，使人民与军队同呼
吸、共命运、心连心。

海南省军区驻儋某部着眼于融
合式发展，努力构建节约型供应保
障方式和消费方式，走出了一条具
有海防特色，且与官兵生活需求相
适应、全方位推进节约型现代后勤建
设的路子，也探索出了“双拥”工作
新路径。

资金支持，完善设施
“营区主干道换成沥青路，这个项

目得到儋州市政府的支持。”海南省军
区驻儋某部团政委陈永庚高兴地说，

“这是驻地政府为我们送上的‘拥军大
礼’。”

据了解，该部营区主干道原为水泥
路，随着时间的推移，路面破损。儋州市
政府有关负责人得知后，积极协调，帮助
部队修建沥青路。

陈永庚还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
在市委市政府、驻地企业、退伍老兵等共
建单位的多方支持下，该部后勤建设得
到强劲发展。诸如，市政路灯引进军营，

每年节约电费3万余元；退伍老兵低价
承包连队厕所改造工程，节省经费4万
余元……

“如今，官兵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了。军民融合式发展，让部队找到了
快速改善后勤保障的捷径。”陈永庚如
是说。

科技支撑，自给自足
在海南省军区驻儋某部营院一隅，

是一条长约100米的瓜果蔬菜长廊，空
心菜、黄瓜等蔬菜长势喜人，一派生机勃
勃的景象。

该部生产基地助理员彭永竹透露：
瓜果长廊建设之初，该部缺技术、缺人

才。儋州市农委有关负责人得知后，不
仅提供了菜种、菜苗，还派技术专家来现
场指导。如今，该部种起了瓜果菜，养起
了猪鱼鸡，基本实现自给自足。

把地方技术优势用好了，也是部
队的生产优势。本着这一理念，走科
技之路，成为该部后勤建设的“重头
戏”：打造“专家库”，与驻地大学、市农
委、医疗机构等单位结成军民共建单
位，吸纳地方上百名技术人员探讨交
流，邀请他们走进营区，开展技术指导
和医疗服务等；建立人才培训制度，定
期邀请当地大学教授来部队授课，并
选送优秀骨干人才到驻地技术机构进
行短期培训。

医疗保障，开设通道
海南省军区驻儋某部海防营地处郊

区。部队平时在就医方面，存在一定的
“短板”。

为保障战士们的健康，该部与驻地
医院签订医疗社会保障协议，开设了官
兵就医“绿色通道”，确保伤病员在第一
时间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陈永庚介绍，该部通过医院搭平台、
科室结对子、医兵交朋友，建立了工作层面
协调、技术指导帮带等长效机制。双方定
期联合展开应急演练，积累经验，不断提
高该部应急卫勤保障能力和处置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能力。（本报那大5月2日电）

海南省军区某部与儋州多部门及驻地群众携手合作

同筑“融合道路”共促“双拥新风”

本报那大5月2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李佳 唐铭泽）“酒后不驾车，家家幸福多”“拒绝危
险驾驶，安全文明出行”“生命安全至上，请勿私拉
乱拉电线充电”……连日来，儋州人流量最集中的
地段——大勇步行街广场，一块块图文并茂的展
板，引得不少市民驻足阅读。

根据儋州市委政法委《关于儋州市2016年政
法集中宣传月活动方案》部署，4月29日，儋州市消
防支队、市交警支队在大勇步行街广场，集中开展

“交通安全宣传日”“消防安全宣传日”宣传活动。
持续开展的消防、交通安全宣传活动，现场开

设了法律咨询台、器材展示区等6个板块，分别安
排专人负责现场讲解答疑。同时，工作人员还引
导市民上场体验操作常用消防器材。

据不完全统计，这几日陆续有逾万人到场参
观学习。

“消防”“交通”齐上阵

儋州开展
“安全宣传日”活动

本报那大5月2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王宇）4月29日12时43分，儋州消防支队接到
报警，该市西培农场培平联队一男子落井被困，
请求救援。支队迅速调动那大中队1辆消防车6
人赶赴现场。

13时06分，救援官兵到达现场，初步侦查发
现：一名男子被困井底，被困者意识清醒，未受重
伤。指挥员立即安排一名消防员往井底吊伸空气
呼吸器气瓶，对井底进行供氧，并安抚被困者。同
时，其他4名消防员架设救援三角架，固定安全
绳，对落井人员进行施救。

13时32分，消防官兵救出落井人员。

儋州消防官兵
救出一落井男子

儋州在全市城乡广泛发布和张贴相关公益广
告和标语，使“一创五建”行动深入人心。图为那
大城区文化北路上的公益广告牌。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摄

➡ 儋州着力打造国家园林城市。
图为园林工人正在栽种树木。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摄

本报海口5月2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
周平虎）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决定于5月1日
至5月31日在全省开展集中整治酒驾醉驾毒驾
违法犯罪行为统一行动。

据了解，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将以餐饮娱乐场
所周边道路，涉酒、涉毒事故易发、多发点段以及
城郊结合部和农村县乡道路、重要村镇和集市周
边道路为重点路段，以周末、节假日和午后、夜
间，农村红白喜事、赶集赶圩、重大民俗活动等为
重点时段，以城市小型客车，农村面包车、摩托车
为重点车辆，结合超速、超员等严重违法犯罪行
为整治，严查酒驾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

期间，全省交警将参加5个全国统一整治
酒驾毒驾行动日。统一行动日实行全省异地用
警、交叉执法。同时各地将组织查处酒后驾驶
小分队对城市、城郊结合区、农村等酒驾毒驾多
发区进行多点布控，严格查处酒驾毒驾，严格依
法处理。

异地用警 交叉执法

海南交警集中
整治酒驾醉驾毒驾

三亚端掉一黑潜水点
及一地下赌场

本报三亚5月2日电（记者苏庆明 黄媛艳）
记者从三亚市公安局旅游警察支队了解到，近日
该支队成功端掉一家黑潜水点及一家地下赌场，
共行政拘留14人，查扣一批涉案物品。

近日，该市旅游警察支队调查发现，在未取
得海域使用权的情况下，一家私设海上潜水项目
在亚龙湾河口海域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非
法招揽游客进行潜水，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并扰
乱三亚潜水旅游市场秩序。

4月30日下午，该支队开展行动，当场抓获
违法从业人员4人。同时查扣“三无”快艇一艘、
潜水设备6套、潜水氧气瓶9个等涉案物品。日
前，4人被依法行政拘留10日。

5月1日23时，该支队又成功端掉在三亚湾
玉海国际酒店客房内开设的“百家乐”地下赌场，
当场抓获10名涉赌人员，并报批行政拘留，查
获“百家乐”赌具、主机、POS机、赌桌等赌博工
具一批。

经查，该赌场通过在亚龙湾、市区散发赌博
小卡片招揽游客赌博，场内除了雇佣现场经理、
发牌的服务员，还雇佣一批“赌托”在场内聚赌。

此外，该市涉旅部门还取缔无照经营水果摊
1家；责令整改标示牌不规范的水果摊5家；责令
整改不规范广告宣传机票代售点1家，房地产广
告1家。

东线高速 | 客车追尾重型牵引车6人受伤
4月29日19时许，东线高速公路定安路段，一辆由万

宁开往海口方向的客车追尾重型牵引车，导致6人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