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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查获酒驾醉驾418起，长沙交警今年推出10项治理大招

严查酒驾！每天有路查，周周有行动
本报3月15日讯 两个星期时
间里，长沙交警查获涉酒驾驶418
起，其中饮酒驾驶324起、醉驾94
起，这是长沙交警治理涉酒驾驶违
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的成果。记者
今天从长沙市交警支队获悉，为切
实预防和减少重特大道路交通事
故发生，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稳定形
势，长沙公安交警决定自3月1日起
至12月15日在全市范围开展治理
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
推出十项治理措施，专业、精准打
击涉酒驾驶违法行为。
“专项行动期间， 我们将严格
落实‘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的
工作要求，推出十项工作措施，通
过为期一年的专项行动， 在全市
创建一批‘零酒驾’单位、乡镇、街

道， 实现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
越来越少， 酒驾醉驾交通事故起
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 实现‘三
下降’，全年不发生一起因酒驾醉
驾导致的一次死亡3人 以上 交 通
事故的工作目标。”长沙交警支队
处教科相关负责人介绍, 专项行
动期间，每天都有路检路查，每周
都有统一行动，为减少执行干扰，
还将异地用警、交叉执法，在重要
节日全市联动。此外，还将有检验
鉴定机构同步建立流动实验室随
警作战，当场抽血、快速 鉴定 。交
警部门还将协调检察、 法院建立
健全醉驾快诉快审机制，对党员、
国家工作人 员涉 酒 驾驶 行为 ，将
通报当地纪检监察部门。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张越

链接

长沙治理酒驾醉驾十项措施
一、每天开展路检路查。依托
执勤点位、执法服务站、临时检查
点、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入口，通过
警队联勤、接力整治、错时勤务、交
叉检查、随机抽查、机动巡查等方
式， 每日设立至少一处执勤站点，
组织开展不少于4小时的整治，做
到天天有检查。力争全年路检抽查
酒驾数量与全市机动车保有量相
当。
二、每周都有统一行动。建立
周末、节假日整治与常态严管相结
合的酒驾醉驾长效治理机制。除参
加每月两次的全省统一行动外。长
沙交警通过分析研判，针对全市酒
驾醉驾的规律特点，每周组织一次
全市统一行动，落实城乡、高地联
动，区域、全线联治，交警、部门联
勤，夜间、白天联查，织严织密管控
网络，切实形成区域震慑。
三、交叉执法异地用警。长沙
交警将以机动、 特勤大队为主导，
适时开展异地用警、 交叉执法，做
到严查严处，快侦快办，减少执法
干扰，保证执法公平性。除参加全
省酒驾醉驾异地执法外，长沙交警
每月还将组织不少于一次酒驾醉
驾跨辖区交叉执法。
四、重要节日全市联动。清明
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
节等重要节假日为酒驾醉驾易发
时段，节日期间长沙交警将加大警
力投入，全面加强城市、公路、农村
覆盖范围， 组织开展集中统一行
动，不间断严厉整治酒驾醉驾。
五、突出薄弱延伸治理。针对
农村地区酒驾醉驾多发情况，长沙
交警突出婚丧嫁娶、 民俗活动、赶
圩赶集等重点时段， 抽调机关和路
面的精干警力组成流动整治小分
队，根据辖区酒驾特点和规律，在农
村地区的县、 乡、 村镇等主要道路
上，延伸管控触角，坚决防止农村地
区发生酒驾醉驾恶性交通事故。
六、组建专班专业打击。组织
执法小分队、机动队，协调检验鉴
定机构同步建立流动实验室随警
作战，当场提取血样、当场登记封
装，快速送检、快速鉴定，提升醉驾

打击专业能力。由法制大队牵头指
导各大队成立查处醉驾刑事案件
工作专班，统一立案、统一侦查、统
一采取强制措施，提高查处效率和
办案质量。
七、严格执法从严管理。对酒
驾醉驾等违法犯罪行为坚持执法
必严、违法必纠。同时，积极协调检
法机关，建立健全醉驾快诉快审机
制，对情节严重、危险程度高、社会
危害大、严重危及公共安全的醉驾
行为，一律从重惩处，依法判处实
刑。对党员、国家工作人员酒驾醉
驾行为，及时通报当地纪检监察部
门。
八、开展“零酒驾”创建。一是
以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运输
企业等单位为重点，选出10个单位
开展“零酒驾”单位创建活动；二是
在县区选出10个乡村和10个乡镇
开展“零酒驾”乡村、“零酒驾”乡镇
创建活动；三是在城区选出10个社
区和10个街道创建活动。将万名驾
驶员酒驾醉驾违法查处率作为重
要创建指标，通过示范引领、以点
带面、辐射带动，营造全社会自觉
抵制酒驾氛围。
九、广泛宣传曝光震慑。以“生
命无价、酒后禁驾”为主题，广泛宣
传引导公众坚决拒绝酒驾醉驾违
法犯罪行为。通过邀请媒体随警作
战、 组织现场执法直播等方式，营
造酒驾醉驾严管高压氛围。同时每
月集中曝光一批酒驾醉驾违法犯
罪和交通事故典型案例，定期曝光
一批终生禁驾人员名单，提高执法
震慑和惩戒力度。
十、探索创新精准治理。充分
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加强辖区酒驾
醉驾违法犯罪行为的研判分析，建
立健全酒驾醉驾重点人员名单，掌
握本地酒驾醉驾毒驾人员出行时
间、路线等规律，联动一线实行路
面精准查缉管控。探索建立酒驾醉
驾生理特征模型，利用高清摄像头
等监控设备，通过人脸识别、二次
识别等技术，精准研判、实时推送
酒驾醉驾嫌疑车辆信息，实行精准
拦截查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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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由长沙市人社局等单位主办、芙蓉区火星街道办事处承办的“春风送岗稳就业 精准扶贫
—2019“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在该街道举行。现场近百家用人单位提供的1000余个就业岗
惠民生”——
位，吸引了众多求职者前来咨询了解。
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李凯全 摄影报道

湖南民政跑好脱贫攻坚工作后半程

重病患者单独纳入低保
本报3月15日讯 怎样跑
好脱贫攻坚工作后 半 程，湖
南民政出实招。 今天召开的
全省民政系统脱贫攻坚工作
会议明确， 湖南作为精准扶
贫首倡地， 民政部门作为重
要民生工作部门， 要坚持问
题导向，严格按照“两不愁、
三保障”标准和“六个精准”
政策要求， 全面打赢民政领
域脱贫攻坚战。
加强社会救助兜底保
障。落实重点民生实事，2019
年全省农村低保标准不得低
于3480元/年，月人均救助不
得低于185元，困难残疾人生
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 标 准 不 低 于 每 人 每 月 60
元。完善核算核对机制、建立
分类帮扶机制、 推动政策有
效衔接， 制定出台家庭经济
状况核查核对指 导意 见 ，细
化重病患者单独纳入低保和
刚性支出扣减办法， 实行一
户一档、 因户施策、 因人施
策， 做到精准救助、 精准帮
扶。

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
用。组织实施社会组织“万千
万”扶贫工程，指导社会组织
将脱贫攻坚 纳入 年度 计 划，
加大政府购买 服务 力 度，实
现供需信息及时共享、 精准
对接， 打造一批在全省乃至
全国有影响力的品牌。
坚持扶贫与扶智、 扶志
相结合。加强乡村治理创新，
继续实施乡村治理三年行
动，深化巩固“亮栏行动”成
果。深入推进移风易俗，深化
“纠四风”、治陋习、树新风活
动，大力推进婚丧习俗改革。
修订完善村规民约， 破除部
分贫困户“等靠要”的依赖思
想，激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的精神；弘扬老区红色文化，
大力弘扬老区 革 命精 神。同
时， 加强对深度贫困地区的
资金、项目、政策等支持力度
和工作指导， 中央和省级民
政资金重点向深度贫困地区
倾斜，福彩公益金项目、财政
预算内投资项 目 重点 倾斜 。
■记者 陈勇 通讯员 张颖

11家湘企赴日本参展
斩获960万美元意向交易额
本报3月15日讯 为持续
推进“万企闯国 际”行 动 ，省
商务厅近期组织部分湘企走
进日本，参加了 在 日本 千叶
县 举 行 的 第 44 届 国 际 食 品
饮料展。 来自 我 省湘 潭、岳
阳 、 益 阳 、 永 州 等 地 的 11 家
企业参展， 集中展示了湘
莲、茶叶、山茶油等优质湖
湘特色食品，达 成出 口 意向

订单109个，意向成交额960
万美元。
日本食品饮料展是亚太
地区声誉最高 的 食品 展会 ，
自1976年首次举办， 每年举
办一届，今年是第44届，与德
国科隆、 法国巴黎国际食品
展齐名， 系世界第三大规模
的食品和饮料专项展览会。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李娟

长沙通报5起蓝天保卫
战环境执法典型案例

露天滚漆作业
屡教不改遭罚
本报 3 月 15 日 讯 露 天 滚
漆作业、废气直排……日前，长
沙市生态环境局通报5起蓝天
保卫战环境执法典型案例。
记者获悉，5起典型案例分
别发生在 天心区、 雨花区、望
城区、浏阳市和宁乡市。其中，
天心区和雨花区各有一家企
业， 因未在密闭空间内进行产
生含挥发性有机物的生产活动
被罚款； 望城区一建材厂因以
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的方
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不仅被罚
款， 其法定代表人还被移送公
安机关； 浏阳市一制药企业因
氮氧化物和颗粒物浓度超标被
罚款； 宁乡市某建材公司因位
于回龙镇的制砂生产项目原料
贮存未采取密闭措施， 露天堆
放被罚款。
2018年11月8日， 天心区
环保局执法检查辖区内某钢铁
贸易企业， 发现该单位存在露
天滚漆作业情况， 于是在2018
年11月9日对该单位下达《责令
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停
止露天滚漆作业。然而，2018年
12月24日对其再次检查时，发
现该单位仍在露天滚漆作业，
且废气直排。 天心区环境保护
局依法对其予以立案， 并根据
相关规定处以罚款。
2018 年 12 月 24 日 ，“蓝 天
利剑” 行动交叉检查组检查望
城某建材厂， 发现该单位脱硫
塔调节池pH值为2， 脱硫塔不
正常运行，随即将该问题交办望
城区环保局。望城区环保局依据
相关规定对其处以罚款，并将其
法定代表人移送公安机关。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钟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