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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交警公布网友票选十大危险驾驶行为
酒驾醉驾排第一 汪涵称中招两个

喝了酒请代驾，长沙需求增幅全国第二
数据：五一广场、观沙岭、红星商圈是代驾热点街区 出行提醒：新增26条乱停举报路段

本报12月2日讯 12月2日是
第8个“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是
“守规则除隐患, 安全文明出行”。
什么样的驾驶行为最危险？ 今日，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在2019年122
“全国交通安全日” 主题宣传活动
现场，公布了网友票选十大危险驾
驶行为，知名主持人汪涵曾“中招”
两个，你“中招”了几个呢？

省交警总队公布了网民票选
的十大危险驾驶行为，酒驾醉驾排
在第一位，随后分别是：高速公路
逆行、倒车、停车，驾驶校车旅游客
运车超员超速、 货车超载超速，闯
红灯，疲劳驾驶，毒驾，分心驾驶(开
车打电话、刷信息、吃东西等)，追逐
竞驶，开斗气车，违规运输危化品
影响公共安全。

活动现场，知名主持人、湖南
省文明交通形象大使汪涵向交通
参与者发出“守规则除隐患，治顽

瘴去痼疾，安全文明出行，共建平
安湖南”的倡议，他承认自己曾有
过分心驾驶、开车看手机，以及看
见前方车辆“见缝插针”，有过“路
怒”。“这里面我有两点没做好，我
要向大家承认（错误），希望自己未
来能更加仔细、 负责地掌握方向
盘。”

同时，省交警总队曝光了岳阳
县汽车运输总公司、浏阳市仁达实
业开发有限公司、郴州汽车运输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醴陵市江南物流
运输有限公司、湘运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株洲客运分公司、常德驰鑫运
输有限公司、湖南省嘉年华旅游客
运有限公司、湘西自治州汽车运输
总公司花垣县公司、张家界益达运
输有限公司、益阳湘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沅江客运分公司等全省十
大交通安全风险突出企业。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廖正洪

交警，出太阳是“焦警”，下雨
天成“浇警”。12月2日，在长沙交
警大楼前坪成立了长沙市文明交
通公益联盟，倡导安全出行。参加
活动的文明交通志愿者走上街头，
到路口开展“我当一日交警”的体
验活动。

三湘都市报记者来到了长沙
市交警支队岳麓大队第六中队岗
亭，在民警龙佳鹏的带领下体验了
街头交警的一日执勤（请扫版面左
上角二维码看相关视频）。

上午11时许，阴雨天后久违的
晴朗，来往的行人都是十足的过冬
装备，记者跟随龙佳鹏来到了枫林
路路口，站上了交通指挥岗进行交
通疏导体验。

刚开始，记者觉得交通手势
简单易学，很容易上手，手势指挥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学习不到五分
钟， 就主动提出要马上站岗指挥
交通。

枫林路口车流众多，路口通行

情况十分复杂。记者在体验不到十
分钟就觉得顾暇不及，交通指挥手
势总是跟不上车流。平时在车内看
见交警在路面打手势指挥交通总
觉得很简单，真正自己体验才知道
这真的是一项需要注意力高度集
中而且要眼观八方的工作。

由于交通指挥岗处在风口且
没有任何遮挡，在体验不到十分钟
的时间里，记者明显地感觉到自己
的体感温度下降，双手早就被冻得
通红，加之长时间盯着车流，眼睛
也被风吹出了眼泪。

“手势不准确会影响到驾驶员
通行。”不到20分钟，记者手臂酸麻
得已经抬不直了，被“请”下了指挥
岗。

“我们早就习惯了， 毕竟保证
大家的安全出行是我们最大的责
任嘛。” 眼前的龙佳鹏早就和记者
一样被寒风吹得眼泪鼻涕直流，但
指挥手势干劲有力，毫不含糊。

■记者 田甜 视频 顾荣 刘品贝

12月2日，是“全国交通
安全日”。 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透露，

长沙以49.37%的增幅成为全国代驾需求增长第二大城市。
当天，长沙城区还新增了26条机动车乱停举报路段，市民可
针对机动车乱停进行违法举报的路段达到了60条。

■记者 杨洁规 田甜 通讯员 肖强 杨哲

现场体验

全省连线

记者“客串”交警 20分钟手酸抬不直
临时停车， 直接留下号码觉得不

安全，不留又怕临时停车堵着别人了，
这个问题现在有了解决办法。 长沙市
公安局联合创新研究院依托“96111”
便民服务桥平台正式上线便民挪车。

据统计， 今年1至10月，12345热
线接到挪车电话24万余起，122派警
处置挪车警情14万余起。

便民挪车，可扫描挪车二维码实
现“临时停靠，即扫即联”。该应用简
单易操作， 车主可关注登录“96111”
便民服务桥微信公众号，网上申领或
线下领取挪车二维码，扫描二维码输
入绑定手机号码，然后将二维码贴在
车窗前，如遇到临时停车堵住他人车
辆的情况，对方只需扫描该二维码就
可在不泄露车主个人隐私信息的情
况下通过“96111”平台微信提醒或电
话转接， 实现双向号码隐私隔离呼
转， 同时车主还可设置呼叫次数限
制，防止被故意骚扰。

目前， 市民可以前往线下指定
发放点免费领取挪车二维码， 也可
以通过网上申领邮寄。

服务

“码”上移车来了
交警喊你领“码”

今年以来，长沙交警按
照“全覆盖、零容忍 、严执
法”工作要求，建成全国领
先的闭环运行的涉酒驾驶
执法监督系统， 集中开展
了治理酒驾醉驾违法犯罪
行为专项行动， 在全市实
行城市、县乡全覆盖、同部
署 、共整治，白天 、夜间不
间断 、无盲区 、全管控 ，实
现了常态长效、综合治理酒
驾醉驾。 截止到今年10月
底，长沙交警共查处各类交
通违法428.3万起，其中酒后
驾驶9429起，醉酒驾驶2915
起。

长沙代驾行业大数据显
示， 自长沙交警开展专项行
动以来，代驾指数持续上升，
相比2018年，2019年1月-8
月长沙代驾需求同比增长
49.37%，在全国一线及新一
线城市2019年上半年代驾
需求同比增幅中， 长沙排在
第二位。

从代驾需 求 来 看 ， 周
五至周 六 是一 周中 的 代

驾需求高峰期， 其中每日
19:30-24:00是代驾需求的
高峰时段。五一广场商圈、观
沙岭商圈、 红星商圈则是长
沙代驾热点街区， 从这些大
数据分析也很清晰地看出来
长沙人的生活特色。

同时， 长沙交警于2018
年启动“零酒驾街区”创建，
以多种方式宣传“酒后不开
车，开车不喝酒”。今年，长沙
以警企合作、 部门协作等方
式，“零酒驾” 创建活动再升
级，8月起， 又率先在全国推
出“零酒驾城市”概念和“零
酒驾城区”创建，新增了20个
“零酒驾” 示范创建乡镇、街
道，多个酒店、商家成为“零
酒驾”宣传合作单位。通过专
项治理、宣传倡导、志愿劝导
等多种形式的创建活动，以
示范引领、以点带面、辐射带
动， 营造了全社会自觉抵制
酒驾的氛围。9-11月长沙代
驾需求同比增长76.37%，相
比活动前增幅27%， 活动成
效显著。

【零酒驾行动】
代驾指数跃居全国第二

2日，长沙城区新增26条
机动车乱停举报路段， 市民
可针对机动车乱停进行违法
举报的路段达到了60条。截
至11月底， 交警举报平台共
收 到群 众交 通 违 法 举 报
24.64万起，初审通过12.82万
起， 录入交通违法处罚系统
10.79万起。

新增的26条交通违法
“随手拍”违停抓拍路段具体
为：

芙蓉区：嘉雨路（人民路
至浏阳河大道)、荷花路（万
家丽路至东二环）、 德政街
（人民路至东荷街)、 明苑街
（晚报大道路至火炬路 )、东
二路（远大路至盼盼路)、长
星路（远大路至营盘路)；

天心区：竹塘路 (韶山路
至芙蓉路路段)、蔡锷路（城
南路至人民路路段)、高云路

（芙蓉路至月塘路路段 )、正
塘坡路（韶山路至芙蓉路路
段 )、友谊路（银杏路至韶山
路路段)；

岳麓区：望岳路（枫林路
至金星路）、白云路（枫林路
至省委党校）、迎春路（西二
环至麓景路）、玉兰路（岳麓
大道至麓景路）、看云路（枫
香路至东方红路）、 沐风路
（枫林路至东方红路）；

开福区：湘雅路（湘江路
至芙蓉路）、学堂园路（德汇
路至双拥街路）、德汇路（三
一大道至栖凤路）、 金马路
（沐霞路至盛世路）、 华章路
（芙蓉路至湘江路）；

雨花区：新丰路（韶山路
至芙蓉路）；

高新区：枫香路（枫林路
至安厦路）、安厦路（东方红
路至枫香路）、文轩路（东方
红路至麓谷大道）

【群众交通违法举报】
新增26条乱停举报路段

■制图/张元清

12月2日，
200余辆电动
自行车在长沙
交警大楼前坪
摆成“122”造
型字样。

通讯员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