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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便捷浴 公安部推行交管 6 项新措施

9月20日起购车上牌可一站办结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柯育超
整理冤 9 月 20 日起袁 机动车销售企业可提供购买
车辆尧购置保险尧选号登记等全流程服务袁群众购
车后无需前往车管所办理登记遥

在 10 日召开的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袁 公安
部交通管理局局长李江平介绍袁今年上半年袁公安
部推进在机动车销售企业设立交通管理服务站袁
发放临时行驶车号牌等措施袁 购车群众领取临牌
后即可上路行驶遥新政实施以来袁交通管理服务站
共发放临时行驶车号牌 230 多万副遥
据了解袁 此次改革在推进购车上牌一
站办结的同时袁 还将查验尧 审核工作前置
化袁实现销售前车辆预查验尧资料预审核尧
信息预录入遥 群众购车后直接选号办牌袁当
场领取行驶证尧登记证书尧临时号牌袁正式
号牌邮寄到家袁变多个环节为一个环节袁最
大限度地压缩等候时间袁 实现登记上牌更

高效尧更优体验遥
据李江平介绍袁该措施将自今年 9 月 20 日起
在直辖市尧省会市尧自治区首府市尧计划单列市等
大中城市率先推行袁年底前在全国全面推行袁逐步
增加机动车销售企业代办网点数量袁 实现服务全
覆盖遥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袁 除购车上牌
一站办结外袁 租赁汽车交通违法处理简捷
快办尧 临时入境车辆牌证便捷可办等便捷
快办服务以及全面推进小客车转籍信息网
上转递尧野两个教育冶网上学习尧交通事故多
发点段网上导航提示等网上交管服务也将
于 9 月 20 日起推行遥

轰走求情表弟 跳深沟舍命救人
要要
要陵水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大队长李仕向

道路交通事故四项指数全面下降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柯育
超冤 26 年的风里尧雨里尧太阳下袁他从未缺过岗曰
1000 起的交通事故处理袁他都秉公执法实现野零冶
上访曰他低调做人袁高调做事袁不求索取袁在交管
工作中默默地奉献着尧耕耘着噎噎这是陵水公安
局交通管理大队长 48 岁李仕向的交警生涯缩
影遥 尽管付出了比常人还多的汗水袁但李仕向仍
快乐着袁用他自己的话说院野做一行袁爱一行袁辛苦
我一个袁换来大家的便捷出行袁值得浴 冶

近日袁 陵水公安局创新勤务机制袁成
立了由巡控尧交警尧派出所的警力组成野战
狼勤务组冶袁共有 8 个执勤小组遥
2018 年 6 月袁全省道路交通安全专项
整治三年攻坚战开始袁针对陵水县辖区道
路交通特点袁李仕向协调省交警总队下放
权限给各派出所袁授权派出所对交通违法
行为进行查处并录入遥 抽调 23 人成立专
项夜查巡逻小组袁 持续加强夜间巡逻管
控袁累计夜查各类货车尧工程运输车超载

交通违法行为 600 余起遥
交通三年攻坚战开展以来袁野战狼冶勤
务组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1.4 万余
起袁野海狼铁骑队冶 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
为 9000 余起遥 陵水全县共查处道路交通
违法行为 20 万余起袁 行政拘留 242 人遥
2019 年上半年袁事故起数尧死亡人数尧受伤
人数尧 直接财损同比分别 下 降 60.40%尧
75.86%尧66.03%尧93.95%袁 道路交通事故四
项指数全面下降遥

跳深沟救人 工作“六亲不认”
一天雨夜袁 在 223 国道一拐弯处袁一
辆越野吉普车翻进几米深的水沟里袁因
车辆损坏严重车门变形袁 两名伤者困在
车里出不来遥 野当时被撞坏车辆的油箱已
经漏油袁车辆随时会爆炸袁困在车里的两
名伤者随时有生命危险袁 如果再调大吨
位的吊车来营救袁时间也来不及遥 冶李仕
向说遥 随即袁他不顾个人安危袁脱掉衣服袁
仅穿一条底裤便跳到又脏又臭的水沟
里袁用铁棍撬门遥
经过近 30 分钟的努力袁 李仕向等人
终将门撬开袁并迅速将两名伤者背出车送
到医院救治遥

工作中野六亲不认冶袁李仕向会心一笑袁
并向记者讲述了一件事遥 近期袁李仕向的表
弟开三轮车因非法拉客袁 被交警现场扣了
车遥 事后袁表弟找到李仕向求情袁几句言语
不和袁耿直的李仕向把表弟轰出了办公室袁
三轮车被强制收缴报废了遥
由于表现突出袁李仕向被公安部评为
全国公安机关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先进个
人尧荣获海南省交警系统执法标兵尧野优秀
公务员冶和野三基冶工程建设工作中成绩突
出的事故处理岗优秀民警尧荣立个人三等
功二次尧被聘为海南省交警系统道交通事
故处理专家组成员遥

奥迪未悬挂号牌还占用公交专用道
海口交警院罚 100 元袁记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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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馨冤 9 月
10 日 8 时许袁正值早高峰时段袁途经海口世纪大桥上的车辆都自觉让出公交专用道袁在
规定的车道内有序通行遥此时袁一辆白色未悬挂号牌奥迪车由海甸岛方向驶来袁一路长时
间占用公交专用道行驶遥 这一幕被周边的驾驶人看到袁随即通过电话向海口交警举报遥

接到举报后袁海口交警支队立即通过
监控录像进行核实取证袁持续跟踪轨迹成
功锁定该车的位置遥 最终袁执勤交警在世
纪公园某停车场内查获违法车辆袁并将该
车驾驶人刘某传唤至交警支队做进一步
调查处理遥
经核实袁该车已办理临时号牌遥 在证
据面前袁 刘某对其违法占用公交专用道
通行的行为供认不讳袁 并表示将虚心改
正袁愿意接受处罚遥 随后袁民警根据叶道路
交通安全法曳第 90 条尧叶海南省实施﹤道

路及安全法﹥办法曳 第 82 条第 3 项的规
定袁 对刘某占用公交专用道通行的交通
违法行为处以 100 元罚款的处罚袁 记 3
分遥 同时袁刘某还写下保证书袁承诺今后
将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袁安
全文明出行遥
海口交警提示袁海口市公交专用道限
行时间为工作日 7:00-9:00 和 17:30-19:
30遥 在限行时间段内袁请广大机动车驾驶
人遵法行车袁 勿随意占用公交专用道通
行袁否则将被依法从严查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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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纪念币

今起开始预约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吴英艳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双色铜合金纪念币来啦袁海南
省共分配 60 万枚袁第一批 25 万枚袁第
二批 35 万枚遥 9 月 11 日 0 点袁即 9 月
10 日 24 点袁预约即将开始袁请有需要
的市民朋友做好预约准备遥 海南地区
由中国农业银行负责预约和兑换工
作袁 市民朋友可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微
信公众号尧 农行官网还有农行掌上银
行 APP 三大途径进行预约遥

海口美兰区

13个农贸市场
设平价菜摊位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王辉 冤 9 月 10 日袁海口美兰区商
务尧市场监管等部门组成检查组袁继续
对辖区农贸市场的供应情况尧 物价水
平等进行巡查袁 确保节日期间供应充
足袁价格平稳遥
10 日当天袁记者跟随检查组来到
位于海府一横路和振兴路交汇处的振
兴农贸市场遥在市场里人头攒动袁摊位
上瓜果蔬菜尧 肉禽鱼蛋等各类产品一
应俱全袁市民在各摊位间往来挑选袁整
个市场一派繁忙的景象遥野我买了莲花
白尧土豆和西红柿袁分别是 1 元一斤尧
2.3 元一斤和 4.2 元一斤袁跟平常差不
多遥 冶在平价菜摊位前袁冯阿姨刚挑选
完今天的食材向记者逐一介绍遥
野确保市场供应充足和价格平稳
事关民生袁目前美兰城区的 13 个农贸
市场均已设置平价菜销售点袁 确保市
民买菜享受到实惠遥冶美兰区商务局副
局长吴名才说遥

男子入户偷盗
藏床底几小时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符雄助 通讯员 王倩冤 文昌男子
林某是一个小偷袁 今年四月在入户盗
窃后袁因害怕被户主发现纹丝不动袁藏
在户主床下 3 个半小时袁被发现时袁与
户主扭打一团滚至一楼终被擒遥
法院经审理认为袁 被告人林某的
行为构成盗窃罪遥 被告人林某实施盗
窃行为未遂袁 且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
己的罪行袁愿意接受处罚袁对其可以从
轻处罚遥据此袁法院依法以被告人林某
犯盗窃罪袁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袁并处
罚金人民币 2000 元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