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现场执法队员检查该
驾驶人的行驶证和驾驶证袁发
现行驶证逾期未年检袁将该车
辆暂扣紫轩停车场遥 后经公安
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查询袁
该车逾期 6年未年检尧交通违
法累计 280次尧记分 1346分尧
罚款 53690元遥

目前袁依据叶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法曳第 100条第
2款袁处罚 2000元尧强制收缴
报废车辆尧 吊销驾驶证尧 满 2

年后重新报考驾驶证才能驾
驶车辆遥

东方交警提醒广大驾驶
员朋友院未年检车辆上路一旦
被交警查到就会罚款扣分袁逾
期不年检车辆出了事故不予
理赔遥 同时袁满 6年的车辆袁超
过 3 个年检周期未年检的车
辆会被强制报废袁所以一定要
按时为车办理年检遥 建议车主
提前三个月检车袁避免被罚款
扣分遥

哪里逃！“违法王”东方落网
交通违法280次 记134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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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袁 道路
上发生人员伤亡交通事故时袁根据叶道路交
通安全法曳第七十条的规定袁在道路上发生
交通事故后袁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袁保
护现场遥造成人身伤亡的袁驾驶人应当立即
抢救受伤人员袁并迅速报警遥因抢救受伤人
员变动现场的袁应当标明位置遥对于发生交
通事故后袁因当事人未及时施救袁致使伤者
因延误治疗加重病情或死亡的袁 当事人将
面临民事甚至刑事责任遥
而对于发生事故未造成人身伤亡或仅

造成轻微财产损失的袁 当事人对事实及成

因无争议的袁 可以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
事宜遥车辆可以移动的袁当事人应当在确保
安全的原则下对现场拍照或者标划事故车
辆现场位置后袁立即撤离现场袁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的地点袁再进行协商遥 野在海口
发生轻微交通事故的袁 驾驶人可通过注册
使用耶交管 12123爷APP板块中的事故快速
处理功能袁 实现快速采集交通事故现场信
息尧 在线自行协商处理交通事故或申请公
安交警部门对交通事故进行在线认定遥冶该
负责人说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柯育超冤 开车接打手
机袁是不文明的驾驶行为袁也会带
来交通安全隐患遥近日袁海口交警
加大对海口道路交通乱象的查处
力度袁并根据相关法规袁对部分驾
驶员违规驾车的行为进行曝光袁
以此警示驾驶员文明出行遥
据了解袁 此次曝光的机动车

共有 10辆袁均为在驾驶时拨打接
听手持电话袁根据叶道路交通安全
法曳第 90条尧叶海南省实施<道路
交通安全法>办法曳第 64第 1款
第 5项规定袁 交警部门将对违规
车辆处以罚款 50元袁记 2分遥

开车玩手机，10名“低头族”被点名

海口交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应先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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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柯育超冤近日袁海口市
民王先生打进国际旅游岛商报
热线咨询袁称想了解哪些原因会
被导致终生禁驾钥
针对王先生的情况袁记者随

后联系并咨询了海口交警支队
相关负责人袁他说院野终生禁驾在
法律法规中有两种情况袁一种是
根据叶道路交通安全法曳第九十
一条的规定袁饮酒后或者醉酒驾
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
成犯罪的袁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袁

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
销机动车驾驶证袁终生不得重新
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曰另一种是根
据叶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曳第一百
零一条的规定袁违反道路交通安
全法律尧法规的规定袁发生重大
交通事故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袁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袁造成
交通事故后逃逸的袁由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
证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
驾驶证遥 冶

酒驾或醉驾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

这两种情况会被终生禁驾交通违法曝光栏
渊以下交通违法信息由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提供冤

序号 日期 机动车号牌 违法行为 违法地点
1 2019/7/13 琼 AXY758 开车接打电话 白驹大道靠近孟村
2 2019/7/13 琼 AX0679 开车接打电话 琼州大道-高登东街
3 2019/7/14 琼 AXS110 开车接打电话 琼州大道-高登东街
4 2019/7/14 琼 AXQ692 开车接打电话 蓝天路-南宝路路口
5 2019/7/16 琼 AYE531 开车接打电话 和平大道-海甸二东路
6 2019/7/17 琼 AX5588 开车接打电话 国兴大道与美祥路
7 2019/7/18 琼 AXP192 开车接打电话 滨海大道-紫荆路口
8 2019/7/20 琼 AXQ616 开车接打电话 和平大道-海甸二东路
9 2019/7/23 琼 AXD172 开车接打电话 和平南路-海府路口
10 2019/7/24 琼 AWY659 开车接打电话 金盘路与坡巷路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柯育超 特约记者 陈世清 通讯员 林馨
钟玲冤 7月 16日袁北京市某路段发生一起车辆追尾事故袁导致其中一小客车起火燃
烧袁但因轮式自行机械车司机戚某某一直在拨打电话袁未及时对小客车内两名人员
进行施救袁导致两人死亡遥最终袁戚某某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被依法刑事拘留遥针对
该起事故中袁发生交通事故后是应先救人还是报警引起了网友的热议遥

为了进一步维权袁 车主陈女士聘请了第三
方机构进行车辆检测遥 8月 8日下午袁 车主陈女
士尧 第三方机构以及海口鑫安盛贸易有限公司
渊中国人保车险合作的车辆旧件回收公司冤 有关
负责人一同来到海南中汽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袁 同路虎 4S店售后负责人一起对陈女士
的路虎车进行拆卸检测遥

在现场袁 陈女士以及第三方机构要求海
口鑫安盛贸易有限公司提供车辆的旧件袁以
便针对维修清单进行核查遥 海口鑫安盛贸易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江先生表示袁 他们是 5
月 30 日对陈女士的车辆进行验收并回收车
辆旧件袁由于间隔了两个月袁车辆的旧件已
经没有保存袁卖给了废品收购站遥

野我们也对维修清单进行对比验收袁关于内
部配件不可能拆卸去验收袁 只能根据回收的旧
件判断是否更换遥 冶江先生说袁海口鑫安盛贸易
有限公司受中国人保车险委托对陈女士车辆进
行维修验收遥

第三方机构在路虎 4S店售后负责人的配
合下袁拆卸车辆袁对照维修清单进行检查检测袁
因为没有旧件袁只能进行大致对比遥

野经过初步检查袁发现前左右大梁没有修复
好袁有裂痕曰右前叶子板内骨大梁没有修复好袁
有碰撞痕迹曰前机盖油漆没有补好曰右前门油漆
刮花没有补漆遥 冶第三方机构说袁维修清单中写
着前横梁需要更换袁结果没有更换袁而底部元宝
梁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更换遥

针对初步检查发现的问题袁 海南中汽南方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林经理称袁
是他们的责任袁维修工艺存在缺陷导致遥

据悉袁 海口市运管处工作人员在现场与双
方调查了解袁陈女士反应的情况属实袁4S店也承
认遥 根据叶机动车维修质量纠纷调解办法曳袁海口
市运管处认为袁4S店应对车辆无偿返修袁车主提
出对车辆进行第三方检测合情合理遥 车主提出
的补偿问题袁双方正在协商遥 如果协商不成袁可
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走法律程序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吴平 通讯员
陈萌 摄影报道冤 8月 2日上午袁 东方交警接到市公安局
指挥中心的指令袁利用野路长制冶勤务模式和信息共享平
台袁依托防控体系袁8月 2日 16时 30分左右在园区三路
成功拦截预警车辆鄂 C59599的小轿车遥

现场拆路虎 维修工艺缺陷多
第三方院前梁需换未换袁却换了底部元宝梁 油漆刮花未补噎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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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 摄影报
道冤 近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以叶17万元修野路虎冶没想越修
越坏曳和叶质检员缺席袁路虎维修谁把关钥 曳为题袁报道了陈
女士的路虎车在出车祸后袁保险公司出 17万元由海南中
汽南方路虎 4S店维修袁没想到出厂就发现事故中损坏的
发动机盖板支架尧防撞钢梁竟然没有更换袁海口市道路运
输管理处介入处理袁 发现海南中汽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连续两月无质量检验员尧 近期投诉投诉量增加等
问题袁并责令该 4S店整改的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