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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交警发力疏堵保畅：用大数据提前预判预警，分析研判

六成交管窗口服务将网上办理
报告点击

数读

建设平安中国，加强和
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 确保国家长治久
安、人民安居乐业。
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
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
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
高社会治理社会化、 法治
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一般道路交通事故
发生数较去年下降
近年来， 长沙市城
市化发展进程加快，目
前长沙全市实有人口达
到999.7万人， 全市机动
车保有量231.5万台。城
市人口、 汽车的持续快
速增长， 加之长沙市路
网结构先天不足、 占道
围挡多点开花、 行车走
路不守规矩等问题多层
叠加， 进一步加剧城市
交通供需矛盾和人车冲
突。 长沙交警坚持以科
技创新为引领， 疏堵治
乱， 规范执法， 协同共
治， 全力维护城市交通
畅通有序， 确保了全市
道路交通安全稳定。今
年以来， 长沙全市一般
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数、
死人数、 伤人数及直接
财损较去年分别下降
16%、19.9%、20%、17%。

感受1
临产孕妇开“绿波”，
一路不停到医院
“六斤 四两 ， 母女 平
安。”11月8日上午，长沙市
民欧阳先生难掩喜气地给
亲友们报喜， 谁也不会想
到几个小时前的他被堵在
路上，心急如焚。
当天7点多，欧阳先生
与怀孕的妻子吃完早饭
后， 妻子突然捂着肚子喊
痛， 此时距离她的预产期
还有十来天。
欧阳先生赶紧联系医
院，并开车送妻子到医院，
此时，刚好是早高峰。当他
开车到汽车西站附近时，
前方排起的长龙让他傻了
眼。十多分钟里，车子还没
移动一个车身的距离。而
后座上的妻子已经见红，
抱着肚子呻吟。
欧阳先生马上拨打了
122报警求助，很快有辖区
交警打来电话， 给他规划
好最短路线，他刚上环线，
就有民警一路牵引着往医
院赶。
哪知道经过南二环新
开铺路段时，车行缓慢，刚
好天心交警大队铁骑中队
副中队长王春华正在附
近， 他马上向天心大队分
控中心汇报， 将芙蓉路南
往北方向的信号灯调为绿
波，分流相关路段，开摩托
车牵引。6分钟后， 一行人
抵达湖南省第二人民医
院。
“这段 路平 时早 高 峰
时，至少要走20分钟，今天
6分钟就到了。” 欧阳先生
说 ，“到 医 院 不 到 一 个 小
时，我女儿就出生了，非常
感谢这些民警。”
记者了解到，目前，长
沙已基本实现二环内道
路、 三环内主要道路视频
监控、电子警察、智能信号
灯、 交通诱导等前端设备
的全覆盖，每一名民警、辅
警均配备了可实时定位的
警务通和数字对讲机。

车辆从长沙市湘江路新安装的交通诱导电子指示牌下通行。 指示牌通
过感应自动计算车流量，采用文字和图形发布诱导信息，提示司机选择合理
路线行驶。
（资料图片）

感受2

40多小时将套牌车辆人车并获

11月10日上午， 长沙市雨
花区某小区， 一台黑色路虎揽
胜刚出小区， 就被蹲守多时的
民警拦下，人车并获，此时距离
交警部门接到套牌报案不到2
天。“真没想到交警部门动作这
么快。”报警的广东车主这样感
慨。
11月8日，长沙交警机动大
队接收到来自广东深圳的一条
套牌报案记录， 一台牌照为粤
B0JA8*的黑色路虎揽胜车主称
从来没有来过长沙，却在长沙有
违章记录， 该车被人套牌了，他

感受3

在深圳的交警部门报了案。
民警借助交管大数据平台
的技术支持， 在9日下午5点多
发现该车出现在新姚路 后，进
入了附近某小区， 民警蹲守到
第二天凌晨1点该车仍未出现。
10日清早， 民警再次在该小区
门口蹲守， 等了5个小时后，这
辆车出现在民警视线中。
该套牌车驾驶员称他是给
老板开车，车子的来源不清楚。
目前驾驶员已被带回机动大队
接受调查， 他将面临罚款3500
元， 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同

时，该车被交警部门扣下，车主
需凭有效购车发票等前来领取
车辆， 如果在规定的期限内不
能出示， 交警部门将按照道路
交通安全法公示报废。
长沙交警针对此类隐性违
法，建立了毒驾、失驾、假牌、套
牌、逾期未检等违法精准研判，
今年以来已查获毒驾57人，大
于近5年总和； 查处失驾 人员
968人，查获“违法王”车辆398
台， 打击假牌套牌车辆124台，
及时破获了暴力闯关案7件、交
通肇事逃逸案36件。

预约驾考、违章处理都能网上进行

4年前， 长沙宋女士在某驾
校报名学车，一心想尽快考完的
她与教练沟通， 被多次为难，一
气之下她放弃了考试。今年3月，
她在另一家驾校报考，没想到所
有考试都能自己约考，还能够自
选时间、场地。
自2016年 7月 互 联 网 交 通
管理服务管理平台启用以来，截
至今年10月31日， 长沙全市共
计143家驾校、42.6364万人进行
了互联网服务管理平台用户注
册， 130万多人预约考试成功，
实现网上预约率达100%。
11月12日， 长沙市开福区
彭先生在福元路掉头时，与另一

台直行车辆刮擦，两人沟通了几
句后，他掏出手机，从不同角度
拍下几张照片，在长沙交警微信
公众平台填写两车信息、上传照
片后，两车都撤离了现场。“快处
快赔非常方便，一些小事故几分
钟就能处理。”彭先生说。彭先生
上传的信息经另一方驾驶员确
认后，民警根据这些信息，结合
事故图片判定责任，发送电子版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两驾驶员
就能凭认定书定损、理赔。
目前，长沙全市有13个快处
快赔服务点， 今年以来日均处理
事故超过了400起； 城区通过快
处快赔处理的事故达到了所有事

故总量的八成，农村达到了六成。
同时，最让驾驶员头疼的交
通违法处理， 也能实现部分业务
网上处理。 车主名下机动车在长
沙地区的单笔罚款200元（含）以
下的非现场交通违法记录， 可通
过微信公众号、 自助终端机等方
式自助处理；被交警现场处罚的，
在窗口接受交通违法处理后，可
通过支付宝等方式缴纳罚款。目
前全市现已有自助机225台，分
布在全市67个网点。自助处理交
通违法占总处罚量的57%。 自助
处理本地非现场违法量占到了
77%， 自助处理异地非现场违法
处理占到了53%。 ■记者 虢灿

举措
“城市大脑”
用大数据疏堵保畅
“从2015年开始， 长沙公安交
警把大数据作为交管机制改革创新
的战略举措， 创建了‘数据驱动改
革、 改革引领实战’ 的全新交管模
式。”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支
队长李军龙介绍道：“长沙公安交警
已开发运行交通违法精准查缉系
统、 交通运行指数分析系统等6大
类实战功能模块， 自主研发了交通
事件自动预警、 应急预案一键启动
等实战实用功能， 信息平台和指挥
平台具备秒亿级运算速度， 平台之
间数据在线流转， 全面支撑起大联
合交管中心的实战运转。”
大数据如何应用？民警介绍，通
过实时监测市区38条主次干道及
1300条路段交通运行状况，对交通
拥堵提前预判预警。高德全国主要
城市交通拥堵排名， 长沙市由二季
度第15名退居三季度第29名。
通过大数据还能对城区交通运
行状况、易堵节点等分析研判，100
台大铁骑“巡主线、疏堵点、纠违法、
保畅通”，今年以来，共查处各类交
通违法387万起， 现场纠违102万
起，人均纠违数同比上升101%。
对市民关注的 “两客一危一
校”车辆，通过建立这些车辆所在企
业交通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和多政府
职能部门定期研判会商机制， 运用
大数据对全市“两客一危一校”等
288家企业、2.3万台车辆、2.5万名驾
驶人进行风险隐患评估， 依托长沙
市道安委， 由行业主管部门对红色
风险等级的运输企业实行挂牌治
理，"靶向性"源头治理，近三年，长沙
没有发生重大以上交通事故。

憧憬
六成交管窗口服务
将网上办理
谈及未来，特别是2018年长沙城
市交管工作，长沙市交警支队支队长
李军龙认为需要抓好几条主线。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和
创新社会治理， 所以我们工作的第
一条主线是坚持科技创新提效能。”
李军龙说，长沙将充分学习借鉴杭州
城市大脑1.0版， 优化智能交通顶层
设计，协同专业力量做好智能信号调
优， 运用大数据挖掘城市通行潜能，
努力提升现代城市交通精细治理水
平。同时，坚持精准治理防风险，充分
利用大数据， 分析交通事故规律特
点，聚焦交通风险隐患，借力道安委
积极推动落实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
体责任、驾驶人守法责任，及时将隐
患消除在源头，消灭在萌芽。
此外，让群众更满意，让群众少
跑腿， 坚持优化服务惠民生也是重
要主线。 坚持以群众满意为衡量标
准，全面简化窗口服务流程，实现便
民服务“零门槛”，努力实现网上服
务占窗口服务总量6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