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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汪磊
通讯员 顾燕 图文报道

本报讯 夏季突出交通违
法行为专项整治“百日行动”
开展以来，常州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
任感和紧迫感，抓好道路交通
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和“苏
安·护行”行动，多管齐下全力
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
平稳。

科 学 布 置 警 力 ，
推进“智慧铁骑”勤务
机制改革

为严防重大交通事故，市
公安局分管局领导多次召开专
题会议，并检查调度“百日行
动”推进情况。常州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第一时间成立由主要
领导任组长的“常安·护行”夏
季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召开动
员部署会，全体班子成员挂钩
联系点参战督导。制作了“百
日行动”重点任务清单，逐项落
实责任人，并通过2022年重点
项目专栏公示进度。

“我们定期召开事故研判
例会，分析夏季交通事故多发
的重点路段、时段和易致祸交
通违法行为，形成 18 条督办
整改指令，并全部限期办结。”
常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负责
人介绍，常州公安交警部门实
体运作效能监察中心，一体化
推进督导、考核、问责工作，开
展执法记录仪使用管理、工作
日饮酒等专项检查，下发督查
提示 5 期，促进规范履职、高
效履职。

围绕城市、农村、高速主
战场，最大限度将警力、装备
投入到路面一线，向午间、夜
间、凌晨重点时段倾斜，做到

“月月有主题、周周有重点、时
时有行动、次次有成效”，保持
高压严管态势。同时推进“智
慧铁骑”勤务机制改革，配备
科技装备，实行“1 警 2 辅”作
战模式，高峰强化疏堵保畅，
平峰融入街面巡防，全面提升
路面见警率、管事率。

“全警大走访”排
查风险隐患

“百日行动”开展以来，常
州公安交警部门深入推进“全
警大走访”，走访检查重点交
通运输企业 858 家，“两客一
危”、校车、“营转非”大客车隐
患全部清零；排查持有驾驶证
的精神障碍人员和吸毒人员，
全部推送各辖市局、分局重点
走 访 ；全 市 44 家 运 输 企 业
712 辆工程运输车安装安全
智能防御系统，1657 辆渣土
车、1449 辆搅拌车全部安装
右转盲区防御系统。

通过完善伤亡交通事故
“一案一查”制度，排查整改
人 、车 、路 等 安 全 隐 患 115
处。针对重点道路排查整改
标志标线、信号灯缺失损坏、
易积水隧道涵洞等基础隐患
15 处。对上级相关部门挂牌
督办的 14 条重点道路实施专
项攻坚，相关路段道路交通事
故亡人数同比下降45.5%。

此外，常州公安交警部门
发挥“情指勤舆督”一体化实
战运行机制作用，先后开展酒
驾醉驾、公路客运、旅游客运
和危化品运输车辆检查等专
项行动，每周五、六开展集中
统一行动。行动以来，共查处
酒驾醉驾 620 起，查获流动加
油车 21 辆，查处非机动车违
法7.6万起。依托缉查布控系
统，预警查控非法营运、疲劳
驾驶、货车载人等高风险违法

1214起。

部 门 联 动 共 治 ，
提升查处质效

常州公安交警部门结合
巡处一体化改革，会同巡特警
等警种部门开展联合整治，在
18 个交通违法多发路口，试
点 12 小时不间断勤务，落实

“1、3、5”快反，及时发现处置
重点车辆、重点交通违法，保
持严管态势。同时依托市道
路交通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
协调属地政府和交通运输局
等职能部门，深入开展道路交
通安全专项大检查，落实道路
交通死亡事故“三个必勘”制
度 ，压 实 交 通 安 全“ 五 个 责
任”。

常州公安交警部门还制
作交通事故典型案例警示短
片 11 部，有 1.1 万名运输车辆
驾驶人、学生和老人观看；建
成陆旭东交通安全宣传动员
主题公园、武进高新交通安全
主题公园，1.3 万余名中小学
生入园学习；联合市教育局打
造“智慧岗亭”暑期安全教育
实践“网红打卡地”，手把手教
孩子“知危险、会避险”；开辟

“学生掌上安全云课堂”，约
60 万名家长观看“家长暑期
安全课”，增强全域文明交通
思想自觉。

与此同时，持续通过官微
推送等形式曝光酒驾醉驾、不
戴安全头盔等典型违法案例
121 个，用“身边事”教育群众
遵法守规、杜绝违法。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常州警方全力提升道路交通安全

■舒翼 图文报道

本报报 家住御水华庭小区的
退休职工严佳媛，如今每天上午都
会到社区里“串门”，在乒乓球活动
室里与居民球友们切磋球技、谈天
说地。严佳媛说，社区里有个很大
的共享客厅，组建了“乒乒乓乓”等
运动兴趣小组，让原本内向的自己
结识了很多以前不相往来的居民
球友。

御水华庭社区于 2021 年 8 月
成立，社区党委书记樊云霞发现，
作为高层新建小区，居民“房门一
关”，鲜少与邻里交往，是典型的

“陌生居住”环境。而“陌生居住”与
社区公共事务大量增加、居民需求
范围不断扩大、公共治理责任与日
俱增的现实形成鲜明矛盾。“我们
最开始以楼或单元为基础，建了
QQ群、微信群，但发现网名常与真
人对不上号，很多群里几天没人说
话。”

怎样把“陌生居住”变成熟人
社区？樊云霞想到了“人人·串门”
模式。“当然，这种串门并不是让大
家一定要‘串’到各自家里，社区必
须提供相应的空间。”樊云霞说，

“社区有近 2000 平方米的配套用
房，仅有不到 70 平方米用于办公，
剩下的 1930 平方米空间成了供居
民们串门的共享客厅。”

一方面，共享客厅对居民和沿
街商铺敞开大门，比如七八月天热
时，只要有 3 人以上，社区便打开
中央空调，让居民来避暑；社区里
的厕所对外开放，唯一的要求是一
周来打扫一次，或者送些厕纸，有
居民就直接送来一推车厕纸；居民
们想要办什么活动，都可以向社区
申请使用共享客厅，比如两个月一
次的跳蚤市场，最早由居民提议发
起，如今规模越来越大，参加人数
日益增加，已经成了非常受大家欢
迎的固定项目⋯⋯

另一方面，社区鼓励居民自发
成立绘画、乒乓球、击剑等兴趣小
组，在共享客厅里提供活动场地和
设施，吸引居民们广泛参与。一楼
建有 400 平方米的健身中心，可以
满足不同年龄段居民的需求；门口
大厅设有互助书屋，所有图书均由
居民捐献，借了可以不还，只是希
望借书的居民把自己不要的书也
贡献出来，开设一年多来，从最开
始的几百本，现在已经增加到两千
多本了；还有直播间、童乐角、工匠
屋⋯⋯引导更多居民走出家门，认
识更多的邻居和朋友，构建邻里守

望相助的氛围。
社区也经常在共享客厅里举办

各类活动。每周五都有家住本小区
的退休医生来为大家免费量血压，
交流养生之道；每周二有沿街理发
店的师傅为居民免费服务；逢年过
节大家一起来做应景美食，端午节
包粽子、中秋节做月饼，社区还会给
参加活动的居民每人发两份月饼，
讲明另一份一定要带给邻居；不定
时举办“人人议事厅”活动，广邀居
民就小区环境、安全等热点难点问
题共议、共商、共治，为小区解决了
绿化带种菜屡禁不止、楼道脏乱等
棘手问题；还开展了“社区小画家”

“重阳节银龄乐趣味运动会”“童乐
议事会”等活动⋯⋯

通过在共享客厅里串门，不少
居民发现自己有同学、同事住在一
个小区，很多原本素不相识的邻居
也慢慢变成了熟人。“可以说，居民
之间形成了自主的良性社交生态，
建立起新型的邻里关系。现在，邻
居之间串门也多了起来。”樊云霞
说。

“陌生居住”时代，怎样打造熟人社区？御水华庭社区这样做——

开辟1930平方米共享客厅，供居民串门

共享客厅里的非遗展示活动
吸引众多居民参观

活动太吸引人，居民坐着轮椅也要来。

交警在检查过往车辆

警警 方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