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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闯红灯

!

不乱鸣笛

!

不逆向行驶

!

不酒后驾车

!

不争道抢行

!

不超员超载

!

不随意停车

!

不随意横穿马路

!

不翻越护栏

!

不争先上车抢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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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是一座城市的名片" 交通畅通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城市发展的后劲"交通畅则城市兴"一个交通畅达的城市!一定是管理好$效率高的城市!一定是资本$

人才青睐的城市%一定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快速集聚的基础"

它意味着民生改善的水准" 对老百姓来说!民生就是&柴米油盐茶$衣食住行安'" 把百姓的出行时间再缩短一

点!把百姓的出行成本再节约一点!那么!老百姓的心情也就更舒畅一点"

它意味着文明形象的提升" 城市畅通是城市文明最具体$最直观的体现!也是展示城市形象的一张名片!一座

&本地人舒适满意$引以为豪!外地人留连忘返$不愿离开'的现代宜居城市!交通畅通是必要条件"

常州!是闻名全国的&不堵之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再次成为契机!督促政府尽心解决残存的管理缺位!提醒市

民直面自身存在的种种陋习!最大限度消除马路上的不和谐音符"

如今!市区
!"

条重点道路和相关支小道路有了&路长'!每天
#"""

多名交通文明志愿者劝导市民文明出行" 道

板被占用$破损$积水$盲道设置不规范$交通信号灯不亮$交通标线不完善$交通标志被树木遮挡等情况!一一整改"

学校周边有了&护学岗'!确保师生和家长交通安全畅通" 公交车文明行车!出租车规范经营!一旦违规!

$%

小时有人

受理投诉"

血脉通畅的城市交通!让市民的生活更为便捷$舒适$经济"

! ! ! !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之初，有

关部门曾组织市民代表、出租车和

公交车驾驶员、交巡警、城管人员等

成立
'

个城市交通管理找差组，对

照城市畅通工程和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标准，积极查找存在的薄弱环节

和突出问题，共查找发现各类交通

问题
$'(

处。

“找差”活动发现问题主要在以

下几个方面：

!!

路口交通秩序方面!非机动

车闯红灯、越线停车、逆向行驶和行

人闯红灯、横过道路不走人行横道

等问题较为突出；机动车行经人行

横道遇行人正在通过时，停车让行

意识不够。

"!

路段交通秩序方面!主干道、

非主干道违法停车、占用盲道停车，

以及行人乱穿马路、翻越护栏现象

依然存在。

#!

道路名称与设施方面!存在道

板被占用、破损、积水、盲道设置不完

善和交通信号灯不亮、交通标线不完

善、交通标志被树木遮挡等情况。

$!

校园周边环境方面!在上学、

放学时，部分学校没有公安干警在校

园周边执勤，校园周边交通标志标线

和其它交通安全设施仍有待完善。

%!

公交运行方面!有站台脏乱、

站牌破损缺失、车辆外观不整洁、车

内未放置公交线路图、标志标识现

象；违法鸣号、不按规定进站停靠、

随意变更车道等情况依然存在。

&!

出租汽车方面!驾驶员遵守

交通法规意识薄弱，不能够按规定

使用文明用语、主动出具发票。

“找差”之后，是反思、整改和长

效管理，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普通

市民，都通过这一次的经历，在交通

管理和交通参与上得到质的提升。

全城“找差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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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红灯、随意变道、酒后驾驶

等，都是常见的机动车交通违法行

为。在交巡警部门开展的“清晨行

动”中，怀德路、通江大道、和平路、

延陵路、劳动路、戚大街等道路，均

查获闯禁区、闯红灯、占用
)*+

车

道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此外，还有

不礼让斑马线、发生轻微事故不挪

车、乱鸣笛、飞车溅水、加塞强行、随

意向车外抛洒物品等影响文明的常

见性交通违法行为，在文明创建过

程中，这些发生在驾驶员身上的陋

习，都一一予以纠正和教育。

“酒驾入刑”的新法于
,

月
$

日实施后，杜绝酒驾成为管理部门

执法的重点。新法实施后的两个月

内，我市公安交巡警部门相继查获

-

名出租车驾驶人涉酒驾车，盛某

是醉酒驾车应承担刑事责任，并且

终生不得再开营运车辆，潘某、朱

某和陈某均是酒后驾车，被处
$,

天行政拘留，罚款
,...

元，同时吊

销机动车驾证，并且
,

年内不能重

新取得驾证。此外，交巡警部门还

向
-

名“的哥”所属的常州华泰出

租车有限公司、常州苏南交运汽车

客运出租有限公司和常州吉达出

租汽车有限公司发出整改通知书，

要求立即进行整改，并拿出具体整

改措施。

除了严查酒驾不放松外，交巡

警继续到各餐饮、酒店、娱乐场所上

门宣传，让广大市民深刻认识酒后

驾车的社会危害性，自觉提高“饮酒

不开车，开车不饮酒”的文明交通意

识，并继续加大对酒后驾车违法者

的公开曝光力度，在全社会形成人

人拒绝酒后驾车，共同维护交通安

全的良好氛围。
,

月至今，公安机关

查处酒后驾车数量、查处醉酒驾车

数量、因酒后驾车造成交通事故死

亡人数、因醉酒驾车造成交通事故

死亡人数
!

项指标同比均大幅下

降，下降幅度全部超过三成。

学会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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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乱停乱放，是我市公共

秩序管理中的一大顽症，整治工作

也一直备受关注。

近年来我市汽车数量呈急速上

升趋势。至去年底，汽车保有量已超

过
-,

万辆，其中去年新增
$!

万辆。

若按每辆车
-

米长度计算，将所有汽

车首尾连接起来，将长达
!...

公里

左右。与急速增长的汽车数量相比，

!.$.

年底市区各类道路总长为

('$&

公里，其中城市主干道仅有

-!'/!(

公里。我市固定停车位加上临

时停车位的总数在
(

万个左右，平均

每
$,

辆车才拥有
$

个停车位。从这

个角度看，我市的车辆数量已趋于饱

和状态，停车难问题也越发突出。客

观方面，很多司机本不想违章乱停，

但苦于没处停车，就只能停在路边或

者非机动车道上。 主观方面，部分

司机为了图一时方便，不按规定停车

而随便停放。还有的司机看见别的司

机违停，他也随大流停在那里。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过程中，交

巡警部门掀起违法停车整治风暴，

仅
,

月份就教育纠正不礼让斑马线

-'"

余起，贴单抄告违法停车
(/'

万

余起，
(!"

实时频道、微博上在线曝

光上述交通违法行为
%!'

条。针对

乱停车特别是占用盲道停车，实行

贴单一批、拖离一批、处罚一批、曝

光一批；对贴单后继续长时间违停，

严重影响交巡警部门开展工作的，

坚决拖车至停车场。

同时，会同相关部门继续推进

公共停车设施建设，新增一批老小

区停车泊位和社会公共停车泊位，

对人行道板非机动车停车区域进行

优化整合，继续实行“中心高于外

围，路内高于路外，高峰时段高于平

峰时段”的停车收费价格标准，利用

经济杠杆，调节城市中心区域交通

总量。继续加大“乱停车”整治力度，

规范路面停车秩序，还选择市中心

$"

个有条件的停车场所建设停车诱

导系统，提供停车信息诱导服务，市

区停车泊位数量
("

个以上的停车

场所统一设置停车诱导牌，减少车

辆绕行。在红梅公园、荆川公园、青

枫公园等周边推出假日停车泊位，

进一步提升停车位利用效率，方便

市民停车。会同相关部门探索制定

中心城区停车场资源共享管理办

法，倡议实施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

区停车设施对外开放，充分挖掘和

利用社会资源错时停车。

学会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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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目前已有上牌的电动车

%"

多万辆，如果全程骑行中有
$0

辆（次）不守规矩，就是
%...

辆

（次）。

在涉及非机动车的交通事故

中，非机动车闯红灯、超速、不按行

驶道行驶等不文明行为，是造成事

故的主要原因。
!.#.

年，涉及非机

动车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占交通事故

死亡人数的
!!/'0

，这个比例相当

惊人。

非机动车不文明行为主要表现

有以下
,

种：骑车带人现象比较多；

三轮车在车流中亦步亦趋；电动车

驶上快车道；三轮车载货行驶；电动

车闯红灯。

市交巡警支队负责人分析认

为，造成非机动车不文明行为主要

有三大原因：一是市民自觉遵守交

通法规的意识还不是很强，“一些市

民为了图方便或赶时间，抱着侥幸

心理，随意横穿马路、闯红灯。还有

一些人看到别人闯了红灯，自己便

也跟着闯”。二是有些路段规划设

计不合理，基础设施不完善，也造

成非机动车的不文明行为，“相对

于早晚高峰的交通流量，一些非

机动车道过于狭窄，目前有一些

路段存在这样的问题。”三是交巡

警部门对非机动车的管理处罚有

一定的难度，违法的成本过低，也

是非机动车产生不文明行为的原

因之一。

从
(

月
#

日起，交巡警部门对

非机动车的不文明行为进行了专项

整治，对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摸排巡

查，对非机动车通行困难的区域，联

合有关部门进行改革，发动社会资

源，组织企事业单位、非交通管理部

门职工当志愿者，共同管理交通，最

终实现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各行

其道，有序出行。

学会骑车

! ! ! !

曾经，行人的不文明交通行为

在街头并不少见，主要有：跨越护

栏、闯红灯等。个中原因一是文明交

通意识淡薄，这些市民平常不注意

文明出行的行为养成，总认为是小

节，没有将它放到遵守法律和珍爱

生命的高度看问题；二是心存侥幸，

认为机动车不敢撞自己，笃信闯红

灯、跨护栏、乱穿马路不会出事，对

血的教训缺乏切身感悟；三是从众

心理，当一个人闯红灯、跨护栏没有

被处罚，其他人就可能认为没事，于

是就随大流。当然，也还有交通设施

不完备、设置不科学的原因。

(

月
!&

日，全体交巡民警和交

通协管员向广大市民发出了“争当文

明出行人，安全幸福伴一生”倡议书，

倡议市民做好文明走路人、文明骑车

人、文明驾车人、文明停车人、文明乘

车人、文明宣传人这“六种人”。

对行人闯红灯的交通顽症，交

巡警部门在多发的路口路段，落实

定人、定岗、定责的网格化管理机

制，集中警力和精力，坚持见违必

纠，依法严管，强制入轨；同时发动

路口路段沿线社区、商店、学校、企

事业单位，组建文明交通志愿者队

伍，加强路口劝导教育，对查明单位

的闯红灯违法者，一律抄告单位，由

责任单位加强教育。对跨护栏交通

顽症，排出一批多发的点段，利用路

口路段视频监控设备，公开曝光警

示；组织力量对重点段点死看死守，

尤其是公交站点、繁华商业街等重

点部位，落实专人进行劝导，对不听

劝阻者一律依法处罚；加快完善交

通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行人通行

条件，从根本上减少跨护栏行为的

发生。

对于文明出行的改变，武进锦

海岗民警杨东明有着深切体会。他

说，三四月份，他所在的路口交通违

章现象较多，特别是一些非机动车

骑行人和行人。当民警劝导行人不

要跨越护栏时，对方往往很不以为

然，认为绕行至斑马线路太远，不方

便。每天的高峰时段，路口民警、协

管员常说得口干舌燥。现在，劝解这

些行为变得方便多了，不用太多地

讲道理，对方会马上意识到这种行

为不对，并按要求改正。

学会走路

文明交通“十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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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遵章率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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