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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车侧滑路基下 交警拖车救援
2 月 8 日 10 时许，唐

河县交警大队桐寨铺中
队巡逻民警巡逻至桐寨
铺杨付庄卡口西 300 米
处时，发现一辆小型轿车
侧滑在路基下，车辆陷入

冰雪路面无法行驶，驾驶
人站在车旁束手无策。 民
警立即下车，用拖车绳将
车辆拖出。 民警告诉驾驶
人，雪天路滑，一定要慢
速、谨慎驾驶。

记者了解到， 因为
雪天路面湿滑， 该驾驶
人在行驶过程中操作不
当， 致使车辆侧滑下路
基， 所幸人、 车均无大
碍。 期间，驾驶人几次驾

车想冲出冰雪路面均未
成功。 就在他焦急万分、
一筹莫展之际， 巡逻的
交 警 帮 助 他 脱 离 了 困
境。 离开时，该车驾驶人
向民警连声道谢。

春节期间，我市高速交警全员上路

提供便民服务 确保群众顺利返程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武钢） 春节期间，
我市普降大雪， 为保障高
速公路畅通无阻， 市公安
局高速交警支队全警动
员， 所有大队领导带队上
路，全部警车上路巡逻，查
纠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2月 10 日， 高速交警
联合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单
位路政、养护部门，对部分
重点路段、 桥梁开展融雪
除冰作业， 保证做到雪停
路通；利用电子显示屏、“双
微”平台、交通广播等媒体，
提示过往车辆降低车速；
协调陕西、 湖北两省高速
交警部门， 尽量不关闭省
界收费站， 采取警车带道
等措施， 引导滞留车辆顺
利出省； 对辖区高速公路
发生的轻微事故、 一般事

故，快速处置，快速撤离现
场，恢复道路畅通；收费站、
服务区、执法站、检查站等
场所，对过往司乘人员提供

便民服务。
当日，高速交警共出动

警力 250余人次， 警车 30
台次。 通过上述工作措施，

保证春节假期最后一天，不
关站、少关站、少管制，广大
乘客顺利返程，安全、顺畅
通过辖区高速公路。 ⑥5

春节假期免费乘车

社旗公交获点赞
本报讯 （记者 王渊博 通讯员 赵兰奇

王科）“师傅，我先把东西放下再投币。 ”“不用
投，春节期间全免费。 ”“哇！ 咱社旗这几年经
济发展又快又好， 民生服务更好……”2 月 9
日，社旗县在外务工 10 余年的李明睿，为春
节期间公交车免费点赞。

春节前夕，该县相关负责人慰问公交车司
机时表示，公交车是城市的一张名片、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春节期间要免费服务，免费的具
体时间为大年三十至大年初六。

据了解， 该县城区现有纯电动公交车辆
40 辆，运营线路 4 条，日发班次 300 班。 社旗
县城区公交公司经理焦青建告诉记者，公交车
免费营运，目的是方便群众出行，不仅提升居
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自觉养成绿色、低
碳、环保出行的健康生活方式，而且减少车辆
拥堵。 ⑥5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特约记者 张晓东）2 月 7
日，在外地工作的杨女士
回到南阳。 下飞机后，杨
女士发现自己的驾驶证
等证件丢失了，南阳流动
车管所值班人员仅用 3
分钟就帮杨女士补办了
驾驶证。 杨女士对家乡的
流动车管服务和“刷脸
办” 便民措施赞不绝口，

解决了她的大难题。
当日，长期在外工作的

杨女士回南阳老家探亲。下
飞机后， 她发现钱包丢失
了，里面装有身份证和驾驶
证。 由于出行需要驾驶车
辆，急需补办驾驶证，正在
着急时，杨女士看到微信朋
友圈“南阳市车管所春节正
常服务”的信息，便赶到距
离住所不远的流动车管所

服务点咨询。
了解了杨女士的情况

后， 流动车管所值班工作
人员为她介绍了该所推出
的“刷脸办”便民措施。 值
班人员用“制脸办”系统比
对身份， 仅用了 3 分钟就
为杨女士补办了驾驶证。
杨女士对家乡的流动车管
服务和“刷脸办”便民措施
赞不绝口。

记者了解到，当日，全
市车驾管窗口共接待办事
群众 587名，办理业务 457
笔， 其中办理机动车临时
号牌 79笔，补领驾驶证 18
笔，换领驾驶证 6 笔，换发
机动车年检合格标志 101
笔，补办行驶证 4 笔，办理
交通违法处理 152 笔，互
联网面签 97 人，接受群众
咨询 130余人次。 ⑥5

春节期间，流动车管所走上街头

“刷脸办” 3 分钟解决群众大难题

挎包忘在电动车上

热心民警来看管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贾耀河）

一个装有 2100 元现金的女士灰色挎包，放在
路边一辆无人看管的电车后座上。 幸好，被细
心的巡逻民警发现。

2 月 5 日上午，梅溪派出所民警在路面进
行巡逻守护。 11 时许，当民警巡逻至梅溪路南
段时， 发现路边停放的一辆电动车上放着一
个女士灰色挎包。 民警上前查看，发现包内有
2100 元现金。考虑到群众的财产安全，民警将
挎包带回派出所， 并在电动车上留下电话号
码，让包的主人到梅溪派出所认领。

15 时许， 周女士赶到梅溪派出所认领挎
包。 原来，周女士带着孩子走亲戚，包里装的
是给亲戚家孩子的压岁钱。 忙乱中，周女士只
顾着孩子，竟然将挎包遗忘在电动车上。 ⑥5雨雪天气导致道路结冰，不少车辆行驶中发生侧滑

幸遇巡逻交警 受困车辆获救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特约记者 张晓东）近日，由于雨雪天气导致道路结冰，许多车辆在行驶中发生侧滑，幸遇

交警巡逻，一一脱离困境。

旅游车辆打滑 交警帮忙推车
2 月 9 日 10 时 50

分，南召县交警大队云阳
中队中队长卢飞带领辅
警温荣建和刘超峰等人
巡逻至辖区石头村景区

时， 发现一辆车牌号为
鲁 KH**3U 的旅游车辆
在原地打滑。 卢飞立即
带 领 民 警 上 前 帮 忙 推
车。 经过大家齐心协力，

几分钟后， 该车终于驶
离了结冰路面。

该车驾驶人紧紧握
住民警们的手， 感激地
说：“要不是遇见你们 ，

不知道还得在这里耽误
多长时间呢。 ”民警专门
叮嘱他，天冷路滑，一定
要谨慎驾驶， 确保交通
安全。 ⑥5

赤脚男子雪中迷路

民警帮助找家人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左文峰）

“谢谢民警，不然这冰天雪地里，他可怎么过！
我会遗憾一辈子的！ ”2 月 9 日，当看到儿子章
某被民警送回家中时， 章某的父亲不住地对
民警表示感谢。

当日 17 时许，一场大雪刚过，唐河县公
安局毕店派出所民警执勤时， 发现一个被冻
得发抖、没有穿鞋的中年男子坐在雪地里。 民
警立即上前查看，但该男子前言不搭后语，说
不清自己的身份信息。

为保障该男子的安全，民警将其带回派出
所妥善安置， 并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寻人启
事。 经过多方联系，民警确认该男子为大河屯
人章某，患有精神障碍类疾病，遂联系其家人。

据其父亲称，章某于当天午饭后走失，家
属们一直在焦急地寻找。 ⑥5

民警在高速公路上融雪除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