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9 月 14 日上午 10 时许， 在贵阳市

南明区人武部部长杨雪飞、政委吴文锐、南明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陈永才的带领下， 南明区

210 名 2021 年秋季预定新兵来到南明区凤山烈

士陵园悼念革命先烈。

在全体人员默哀过后，预定新兵们向烈士墓

献花篮。 随后，省最美退役军人陈晓义和二等功

臣崔喜文为预定新兵们讲述了战斗故事。通过老

兵的讲述，预定新兵们仿佛身处那个战火纷飞的

年代，深刻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视死如归、英勇

战斗的革命精神。

当天，全体预定新兵还在陵园进行了清扫并

重新描红烈士墓碑。 （杜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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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3 日上午，贵阳市公安

交通管理局云岩区分局五中队副

中队长陈俊在巡逻过程中， 于贵

黄公路后坝路口查处了一起在驾

驶证暂扣期间仍驾驶机动车的违

法行为， 而在民警对当事司机进

行询问时发现， 当事司机 9 月 7

日因酒后驾驶机动车， 才刚被陈

俊查处过。逢恰一周后，这位驾驶

员又“栽”了。

当天 10 时 50 分许， 陈俊在

辖区贵黄公路后坝路口对违停车

辆进行治理。此时他发现，一辆车

牌尾号为 Z00 的银灰色轿车违

停在路边， 并摆放着一块写有

“收二手车”字样的牌子。陈俊在

对该车进行劝离时， 发现该车有

些眼熟， 这时从车旁钻出一位中

年男子， 上前告诉陈俊马上将车

开走。

看男子如此眼熟， 陈俊这才

反应过来， 该驾驶人不久前因为

违法被他查处过。“一周前，他才

在北京西路因为酒驾被我处理

过。 ” 陈俊说，当时他反复追问驾

驶员， 而这名驾驶员马上便慌了

神：“车不是我驾驶的，我马上叫

人将车开走。 ”

酒后驾车驾驶证被扣仍继续

驾车是一种很危险的行为， 为了

坚决打击类似严重违法， 陈俊立

即通报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云

岩区分局指挥中心， 调取该车行

驶路径监控，通过人像比对，该车

系男子开到贵黄公路的。

在铁证面前， 男子如实向交

警坦白，承认车辆系自己所开，愿

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因驾驶员实施了在驾驶证暂

扣期间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

为，陈俊依法对其开具法律凭证，

男子将面临 300 元罚款，15 日以

内的行政拘留。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陈佳艺

中秋国庆在即，严查酒驾、醉驾，确保群众节日出行安全———

贵阳交警曝光3起酒驾案例

近期，多地发生酒驾醉驾肇事导致的交通事故，造成多

人伤亡，损失惨重，教训深刻。 中秋节和国庆节在即，为了清

除安全风险，保障群众节日出行安全，公安部交管局近日部

署全国公安交管部门开展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 9 月 14

日， 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云岩区分局曝光了 3 起违法酒

驾行为，希望广大驾驶员引以为戒。

核心

提示

9 月 11 日凌晨，贵阳市公安

交通管理局云岩区分局六中队

民警在中山西路 200米处设卡开

展路面整治。 当夜，民警查获一

起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

为，同时，车辆还使用了其他机

动车号牌。

当天凌晨 1 时许，一辆从大

十字方向驶来的车牌尾号为 567

的二轮摩托车，在中山西路与河

西路检查口被执勤交警拦下检

查。 检查中，民警发现，驾驶人身

上散发酒味。 经询问得知，驾驶

人佘某刚在陕西路烧烤店吃夜

宵时喝了一些啤酒，结束后准备

骑车回家。

经呼气式酒精检测，其检测

结果显示为 45mg/100ml，佘某的

行为属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在对佘某所骑车辆进行核

查时，民警发现该车信息与核查

信息不一致。 于是，民警通过指

挥中心进一步核实，该车辆存在

套牌，属于使用其他车辆号码的

违法行为。

目前，驾驶人车辆和驾驶证

已被依法暂扣，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据民警介绍，如果佘某

以上违法行为确属事实，待案件

核查清楚后，其将面临罚款 3000

元，驾驶证一次性记 24分并暂扣

半年的处罚。

案例一 酒后骑车，还骑的是套牌车

案例二 中午小酌，下午开车上路

9 月 11 日，贵阳市公安交通

管理局云岩区分局七中队民警

符令平、张朋来在水东路与东山

路交叉口 100 米处执勤，17 时 40

分许，一辆二轮摩托车从东山路

往水东路方向行驶，车辆行驶至

执勤点时被民警拦下检查。

检查时，民警闻到该车驾驶

员赵某身上散发着酒味，通过对

该车驾驶员进行呼气式酒精检

测后，其结果为 21mg/100mL，属

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据了解，驾驶员赵某中午在

家里吃饭时喝了一些啤酒，休息

了一下午的赵某认为酒劲已过，

便骑着摩托车载着爱人一起出

门，准备前往水东路散步，在执勤

卡点被民警查处。

当天，民警依法对驾驶员开

具强制凭证，对其处以 1000 元罚

款、驾驶证一次性记 12分并暂扣

6个月的处罚。

案例三 巧遇“熟人” ，酒驾再被查

★相关新闻

9 月 14 日，记者从贵阳

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获悉，为

贯彻落实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及 “减量控大” 工

作安排部署， 切实预防和减

少道路交通事故， 防范重特

大交通事故， 维护全市道路

交通安全形势平稳，当天，贵

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对违法

未处理车辆数量排前十的

“两客一危” 企业及违法车

辆进行曝光。 希望广大交通

参与者引以为戒， 提升守法

意识， 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

环境。

根据最新榜单， 记者看

到， 在存在违法未处理的前

十名企业中， 违法未处理最

多的企业有 18 辆车，最少的

为 7 辆车， 十家企业共涉及

112辆车。

在此，贵阳交警提醒，通

过交管大数据筛查对比，这

十家企业旗下违法未处理车

辆的数量较多， 存在较大交

通安全隐患， 请涉及的企业

做好企业驾驶人的交通安全

教育和管理，加强源头监督。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陈佳艺

交通违法处理不积极

这 10 家企业遭曝光

210名预定新兵

祭扫烈士陵园

本报讯 吃饼、赏月，在这个中秋合家欢聚的

日子到来之前， 贵阳晚报小记者团 “行走的课

堂” 有两场精彩活动等着你。

本周日上午， 特邀小记者家庭共同制作月

饼；分享中秋和月饼的故事；征集市民愿望，完

成中秋街访，并用有限经费购买食材，独立或协

助父母做一顿温暖的团圆饭， 过一个别样的中

秋节。

击剑被称为“格斗中的芭蕾” 。 在这次的击

剑活动中，小记者除能近距离观看专业击剑选手

现场竞技外，还将身着雪白剑服，头戴威武护面，

手持闪亮长剑，在教练的亲自指导下，感受击剑

的魅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活动 1：别样中秋

时间：9月 19日 09：00—11：00

� � � �地点：小十字报业大厦 17楼

参加人员：30组小记者家庭

活动 2：我是小剑客

时间：9月 19日 9：00—11：00

� � � �地点：贵州斗点击剑俱

乐部 （南明区龙腾路东双

龙生态体育园内）

参加人员：25 组小记

者家庭

报名方式：关注“贵阳

小记者” 微信公众号（gy-

wbxjz），在后台回复“别样

中秋或我是小剑客 + 姓名

+学校年级 +电话” 。

行走的课堂

两场精彩活动等着你

扫描二维码

了解活动详情

酒驾查处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