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治顽瘴痼疾
安全文明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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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湘潭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
局按照上级指示和相关要求， 全面推行“三
项制度”确保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完善行政执法的的公示制度。 在省
“互联网+政府服务” 一体化平台上对卫
计执法权力清单进行了全面的梳理 、确
认、补充、完善；卫生行政处罚、卫生行政

许可、 双随机任务等需要进行公示的相
关事项在官方网站全面履行信息公示 ；
公开投诉电话，接受社会监督。

加强行政执法全过程的记录制度。制定
了 《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全过程记录工作规
范》《执法记录仪使用管理规定》， 落实执法
全过程记录工作规范及执法记录仪使用管

理规定；编制《执法全过程记录配套制度实
施情况量化评估表》，从文明执法、执法行为
规范性和执法记录规范性 3 个方面对各科
室执法记录情况进行量化评分，并纳入年终
绩效考核。

严格执行重大执法决定的法制审核
制度。 对一般程序案件实行调查终结事

先审查制度。 案件由稽查科审查并组织
合议；对较大数额罚款、责令停产停业 、
吊销许可证及其他重大影响案件， 稽查
科审查后提交市卫健委组织合议。 确保
每个案件证据确凿，法律适用正确，违法
事实清楚、主体准确。

易敏

2017 年，长沙市公安局大联合交管
中心研发了运输企业交通安全风险评估
系统。 通过大数据积分评判风险等级，
对全市“两客一危一校”等重点运输企业
及其车辆和驾驶人，定期进行交通安全
风险评估。

交通安全风险评估包含企业主体责
任、驾驶员、车辆的安全管理风险三个方
面，以道路交通信息、安全因素、风险评
价分值、风险等级等建立评估模型和运
算模式，将全市公路客运、旅游客运、校
车、危险品运输车、渣土车等企业、车辆
及驾驶人纳入大交管数据平台，实时更

新企业自身交通安全风险、 车辆和驾驶
人的交通管理状态、 交通事故和交通违
法等有关交通安全的记录。 通过模型运
算将碎片化、 分散化和多源化的信息汇
总进行风险识别， 以积分结果评判重点
企业主体、 车辆管理及驾驶人潜在的交
通安全风险，实现对重点运输企业、驾驶
人、 车辆的运行情况和管理状态进行实
时动态监控。

“交通安全风险评估系统，实现了道
路事故预防从‘事后追责’变成了‘事前
预防’。 如果辖区有企业出现红色预警，
交管中心会将研判报告发送到辖区的交

警大队， 同时抄送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以
及行业主管部门。 由行业主管部门自行
整改同时采取上门督办的形式及时消除
隐患。 ”长沙市交管中心民警沈阳介绍。

每月初， 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营
运车辆管理科通过市公安局大联合交通
管理中心信息平台查询重点车辆相关预
警数据，及时将“两客一危”红色预警信
息（包括逾期未检验、逾期未报废、违法
未处理等情况） 按辖区推送给各勤务大
队， 督促各勤务大队管控好辖区内重点
车辆企业， 消除逾期未检验、 逾期未报
废、违法未处理等安全隐患。

长沙大数据防控重点企业交通安全风险

全面推行“三项制度” 确保规范公正执法

【编者按】
开展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整治行动以来，成效到底如何？9 月 7 日—15 日，中央和省内新闻媒体走进湖南 6 个市州，开展“整治顽瘴痼

疾，安全文明出行”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巡回采访活动。 从即日起，《法制周报》推出系列报道，集中展示湖南多地整治工作成果。

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指挥中心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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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8 日上午，在长沙市公安局交
警指挥中心， 大屏幕画面正在不停切
换，对长沙路况进行实时监控。 指挥调
度平台连接着交通安全风险评估系统。
风险评估系统推送红色预警信息，指挥
中心就会将预警信息纳入查缉监控，锁
定高风险车辆，调度路面警力拦截。

2017 年， 长沙市公安局大联合交
管中心从“大数据、大交管”入手 ，研发
了运输企业交通安全风险评估系统，对
全市“两客一危一校”等重点运输企业
及其车辆和驾驶人，每月定期自动进行
交通安全风险评估，实现了道路事故预
防从“事后追责”转变至“事前预防”。

“长沙市是目前全省首家实
现了运用大数据和大交管融合 ，
搭建风险评估系统。 通过强化源
头管控、严查企业违法、严管路面
秩序等多项措施，严防风险外流，
筑牢了重点运输行业的交通安全
风险 ‘防火墙 ’，有效预防了道路
交通事故发生。 ”沈阳介绍。

2020 年以来， 长沙市公安局
大联合交管中心共发布运输企业
交通安全风险评估 8 期。 风险评
估系统显示，截至 8 月份，全市共
有企业 434 家、 车辆 472194 台 、
驾驶人 39345 名纳入了风险评
估 ，2020 年累计有 68 家企业 、车
辆 3001 台、驾驶人 213 名被评为
红色风险 ，8 月份尚有 61 企业 、
2689 辆车 、161 名驾驶人处于红
色等级风险。

根据大交管中心评估结果通
报，由交警车管、营管等职能部门
通报各辖区整改通知 71 批 ，辖
区交警大队协同交通运输管理部
门开展整改督查行动 212 次 ，共
进企业 2777 次 ， 下达整改通知
253 份，约谈 85 家；取消从业资质
42 人；督促企业辞退 89 人 ，调整
岗位 28 人，367 人纳入企业日常
重点管理。 全市共对连续发生超
员、超载违法的 7 家 14 名企业负
责人、安全管理员进行处罚，共罚
款 6.4 万元 ；交警 、交通 、城管等
执法部门共开展整治 415 次 ，现
场查处各类交通领域违法共计
1502024 起； 共派出 16 个隐患清
零小组，精准研判并查缉了 29 辆
长期在外地运输且企业管理 “失
控”的高风险车辆，彻底消除安全
隐患。

据了解， 风险评估系统上线
以来，2017 年至今长沙未发生涉
及“两客一危一校”的重大案情交
通事故， 普通交通事故数量也有
了大幅度的下降， 违法车辆的查
缉率较以前有了很大提升， 形成
了政府主管行业部门以及交警企
业齐抓共管的局面。

新 冠 疫 情 严 防 期 间 ， 一 条 “湘
AF6069、湘 AB7487 租赁大型客车处于
逾期未检验状态，仍在我市道路通行活
跃”的高风险预警信息，引起了长沙市公
安局大联合交管中心的注意。

根据 2020 年 2 月风险评估报告结
果发现， 湖南星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名
下湘 AF6069 大客车检验有效期为 2019
年 11 月 30 日到期， 但在路面仍有较活

跃的行驶轨迹； 湖南新聚力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名下湘 AB7487 大型客车，2020 年 1
月已处于逾期未检验状态， 但在 1月 18日
还有在路面行驶轨迹且产生了违法记录。
在疫情严管期间， 这不仅存在安全隐患，也
是疫情防控的重点。

收到预警信息后， 长沙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营运车辆管理科立即将相关情况
推送到车辆所在辖区的长沙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 要求大队督促企业及时为该车
办理年检手续， 在车辆状况未恢复正常
前禁止上路。

交警大队通过非接触式通知企业落
实主体责任， 抄告行业部门落实管理责
任，并进行查缉布控强化路面管控。在大
队的监督下，湘 AB7487 于 3 月 4 日、湘
AF6069 于 5 月 18 日分别办理了车辆检
验，状态恢复正常。

大数据评估交通安全风险

红色预警实时监控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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