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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沫 通讯员 郭红
元）2022 年春运从 1 月 17 日开始至 2 月 25
日结束，共 40天。1月 12日，从省公安厅交
管局传来消息，今年春运期间，全省公安交
警将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通过“启动
全省交警执法站和所有农村交通安全劝导
站、开展 6次严查违法统一行动、持续推进
道路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服务”等 13项措施，
努力保障群众平安有序出行。

1月 17日，全省交警执法站和所有农村
交通安全劝导站将全部启动。届时，山西
交警通过网上网下相结合的方式，严查重
点车辆和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高速交警将
结合辖区实际及疫情防控变化，综合利用
好省界收费站设施设备，配合相关警种开
展联合查控。同时，春运期间，全省交警将

开展 6 次统一行动，严查各类严重交通违
法。农村地区，将成立执法小分队严查小
客车及面包车超员等重点违法；普通国省
道路，将以交警执法站为中心，严查超速、
酒驾等严重违法；城市道路，将严查餐饮娱
乐场所周边酒驾醉驾违法犯罪、城市工程
运输车超载和野蛮驾驶等严重违法；高速
公路，将重点查处“三超一疲劳”、违法占用
应急车道、客运车辆夜间违规运行等行为。

为避免出现交通拥堵情况，春运期间，
各地交警还将会同卫健、文旅等部门，调整
优化检疫站点设置，增加力量、增设通道，
通过复式检测、分车型检测、提前采录信息
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排队等候时
间。对疫情防控物资、能源物资、生活物资
运输车辆，及农民工“点对点”运输包车，实

施精准管控，优先保障通行。在主干公路
进城路段、高速公路服务区路段、检疫站点
附近路段等易拥堵节点，加强巡逻管控和
指挥疏导，严查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行
为。一旦发现车辆长距离排队，将协同做
好远端提示与分流，最大限度防范省际交
通拥堵。

此外，及时发布服务区实时容量、收
费站实时通行等状况，引导车辆合理选择
服务区、收费站；深入开展“平安春运交警
同行”主题宣传活动，对客运企业负责人、
营运驾驶人等分类预警提示，通过“交管
12123”APP、地图导航等开展“点对点”精
准提示，通过互联网地图运营商和“两微
一抖一快”平台等媒介，及时发布主干公
路的交通状况、交通流量等信息；联合保

险部门，继续巩固轻微财损交通事故快处
快赔运行机制，减少当事人处理事故时
间，缓解因交通事故造成的交通拥堵；依
托交警执法站点、高速公路服务区设立

“爱心驿站”，为过往及求助群众及时提供
服务和帮助；通过大数据，排查七类重点
车辆三类安全隐患，督促运输企业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严禁安全技术条件达不
到要求的车辆投入春运，严禁记满 12分的
驾驶人参加春运；对从事春运的客运驾驶
人，将组织安全教育，着力解决驾驶人遇
紧急情况处置不当造成事故及疫情防控
不到位的问题；对道路客运经营主体和驾
驶人存在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公安交警
将依法依规推送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实施联合惩戒。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 通讯员 刘海君）一年
一度的春运即将开始，为确保春运期间的道路交通安
全，1月 12日，市交警支队发布了包括易堵时段、易堵
区域、事故多发路段等内容的安全出行提示。

交警分析，今年春运人员流动规模较去年可能会
有所上升，虽然在错峰返乡返岗、错峰放假开学、错峰
出游出行引导下，大客流、大车流状况会得到一定程
度缓解，但春节一前一后仍将出现短时流量高峰，且
出现恶劣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道路交通安全形势较为
严峻。

交警分析，春运期间有 4个时段会出现出行高峰。
春节前 1月 25日至 31日（腊月廿三至除夕），节前返乡
高峰，市区长途汽车站、火车站、机场，国省道路交通流
量大。此外，受采办年货、休闲游逛、中短途探亲访友
等多种因素影响，城区货物市场、繁华商圈等周边区域
以及部分主干道路，将面临一定的交通压力。

春节期间，预计 2 月 2 日至 6 日（正月初二至正
月初六）是探亲访友高峰，高速路进出口、国省道、县
乡村道路流量大。2 月 6 日当天将迎来第一波返城
高峰，流量也将达到整个春运期间的峰值，届时各高
速公路及城市快速路进城方向，交通压力将进一步
增大。

元宵节及前后两天，2月 14日（正月十四）至 2月
16日（正月十六），太原古县城、动物园、各商业圈及各
庙会周边区域、县乡农村道路人流、车流量将会增大。

春运结束前一周，2月 19日至 25日（正月十九至
正月廿五）期间，各大高校陆续开学，学生离家返校与
外出务工返岗交通流相互交织叠加，高速公路出入
口、市区和县区各客运场站、火车站周边道路人车交

通流集中增大，是春运最后一波流量高峰。
交警提醒大家，滨河东路、滨河西路、国道 108线、

晋阳大道、国道 307线、国道 339线、北中环街、龙城大
街是 2021年度发生事故较多的路段，大家经过时要谨
慎驾驶。醉酒驾驶、机动车未让优先通行方先行、机
动车未避让行人、逆行、未保持安全距离、无证驾驶、
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等违法行为是交通肇事的主
要违法原因，大家要杜绝这些违法行为。

此外，交警还发布 6条温馨提示，为大家安全出
行护航。

1.提前规划、熟悉线路。出行前先了解天气、路
况等信息，提前设计和熟悉出行路线。行经农村、山
区公路要谨慎驾驶，夜间驾车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
路况。

2.遵章守纪、安全出行。春运期间，出行人员集中，
要遵章守纪安全驾驶，请勿超员载客、客货混装。驾车
途经村镇、集市、路口时，注意低速通过，礼让行人。

3.疲劳驾驶、害人害己。春节自驾回家，请合理
安排行程及休息时间，确保睡眠充分。连续驾驶不超
过 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 20分钟。

4.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规范使用安全带，可以在
发生交通事故时至少减低 40％的伤害。不管是驾车
还是乘车，都请系好安全带，骑乘摩托车要戴好头盔。

5.分心驾驶、易酿大祸。驾车请集中精力，不要
有接打电话、发送短信、微信以及其他妨碍安全驾驶
的行为。

6.拒绝酒驾、安全到家。春节期间，亲朋聚会较
多，一定要守牢喝酒不开车的底线，交警也会持续加
大对酒驾的查处力度。

本报讯（记者 张
晋峰 通讯员 刘海
君 文/摄）春运即将来
临，为确保交通安全，1
月 11日下午，交警万柏
林二大队安全中队民
警前往西客站，对客运
车辆性能及驾驶员的
资质等情况进行了专
项检查。

民警首先查看了客
运车辆驾驶人台账的登
记记录、驾驶员资质、
车辆安全检查落实制度
和 GPS 监管情况。随
后，民警又检查了车辆
轮胎的磨损程度、灭火
器等安全设施的配备情
况，并告诫客车司机要
杜绝超员、超速等违法
行为，并主动提醒乘客
全程系好安全带。

交警介绍，春运开始
后，他们会不断加大对大
型客运车辆的管理力度，
严管此类车辆的违法行
为，确保春运安全。

本报讯（记者 魏薇 通讯
员 王建明）冬至以来天气逐渐寒
冷，最低气温降到-10℃以下，昼夜
温差超过 15℃，加之今冬气候相对
干燥，好久没有降雪，感冒患者较
多。不少前来就诊的患者都是感
冒没有及时治疗，引发了中耳炎、
肺炎，甚至更为严重的心肌炎或肾
小球肾炎。为此，山医大一院专家
提醒，感冒了一定不能大意，要及
时治疗，多休息，以免小病拖成了
大病。

最近一段时间，山医大一院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小儿内科以及发热门诊等几
个科室，每天都要接诊超过 300名
呼吸道感染患者，比平时增加了
25%以上。绝大多数患者的发病起
因都是感冒。

8 岁的小彤因为咳嗽咳痰、耳
痛，考试一结束，妈妈便带她来医
院就诊，最终被确诊为上感后咽
炎、中耳炎。像小彤这样的患者最

近山医大一院接诊了很多，其中老
人和儿童占较大比例，不少青壮年
也没能躲过感冒的侵袭。

专家指出，天气变化是感冒患
者增多的主要原因。感冒被称为
百病之源，治疗不及时，会引发急
性鼻窦炎、中耳炎、气管——支气
管炎、肺炎，部分患者还可继发风
湿病、肾小球肾炎、心肌炎等。如
果出现发热及其他症状，需要及时
干预。感冒初期要多喝温开水，注
意休息，依靠自身抵抗力来缓解控
制病情。一般来说，三五天就可缓
解，若情况无好转，就要引起重视。

当然，预防感冒也很重要，要
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服，保暖
同时注意室内通风；加强身体锻
炼，增强适应环境能力，也能达到
提高人体免疫力目的；饮食方面多
喝温水，多吃新鲜蔬果。另外，老
年人、慢性病患者、免疫力低下人
群、儿童及在校中小学生等流感高
危人群，应及时接种流感疫苗。

本报讯（记者 齐向真 通讯员 付琳）1月
11日，市民赵先生赶往太原公交三公司一车队，
认领了装有现金和首饰的手提包。然而他并不
知道手提包丢失后的曲折经历。

1月 10日上午 9时许，当值司机范文俊驾驶
一辆 870路公交车行驶至小店站时，一位乘客送
来一只在车厢后排座位上捡到的手提包，希望
公交人员及时寻找失主。范文俊停稳车后，捡
拾提包的乘客没等他说话，就匆匆下了车。

工作结束后，范文俊拿着沉甸甸的手提包，

心想失主一定很着急，便查看手提包中的物品，
试图找到可能联系到失主的联系方式。

事与愿违，除了看到部分现金和金首饰外，
包里并没有有用的信息。范文俊随即联系车队
队长，将手提包交给车队负责人保管。

不一会儿，870路的其他驾驶员收到乘客寻找
失物的求助。原来，赵先生下车后，发现遗失了手
提包，又是懊恼又是焦急，便试着向另一辆870路
公交车的司机求助。司机和车队负责人联络后，
得知赵先生的手提包已经被热心乘客捡到交回。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 通讯员 杨曜榕）
年逾七旬的老大爷拄着拐棍，背着编织袋在二广
高速上捡拾废品，幸亏高速交警五支队三大队民
警及时发现，才没有发生意外。1月 11日，高速
交警五支队通报了这一典型案例，提醒沿线居民
切勿上高速公路步行。

1 月 6 日下午 5 时许，三大队民警在辖区二
广高速巡逻时，发现一名拄着拐杖、背着编织袋

的老大爷，正沿着应急车道步行。民警上前询
问，老大爷说自己 70多岁了，就住在附近村庄，
在家闲不住，便沿着高速公路捡点塑料瓶之类
的废品。

了解情况后，民警耐心给老人讲解了行人上
高速的危险性，并用警车将老人送离了高速公
路。高速交警表示，将强化对沿线居民的安全宣
传，防止类似情况再度发生。

今年春运1月17日开始2月25日结束

山西交警13项措施保群众平安出行

民警专项检查客运车辆
春运临近

民警检查车载灭火器。

四个时段易拥堵 八条道路事故多

交警发布春运安全提示

冬季感冒患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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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荒老人上了高速 民警及时劝导送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