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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全省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行

动的攻坚之年，长沙以刮骨疗毒的决心，采取“硬

核”举措，铁腕整治交通问题顽瘴痼疾。2021 年，

全市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上年下降 10.65%。

2021 年，长沙市严查交通违法，查处各类交

通违法行为数占全省 20%。斑马线礼让率、行人

及非机动车遵守交通信号灯率、戴帽率、安全带

使用率等指标均居全省第一。

2021年，长沙市严控渣土车肇事。针对渣土车

全天通行、肇事突出问题，全面恢复白天禁行措施，

城区只允许晚上 10时至次日凌晨 4时通行；针对渣

土车存在视角盲区、极易发生亡人交通事故的问

题，全市投入 6000 万元对 5830 辆渣土车全部安装

使用新型盲区监测设备。2021年，长沙渣土车交通

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上年下降43.3%。

2021 年，长沙市全力推进“戴帽工程”，凡在

路面查获涉摩涉电违法驾驶员，一律实行“先学

后考再罚”措施，累计现场宣教 77 万人次，涉摩涉

电车辆戴帽率从年初的 20%提升至 95.08%，涉摩

涉电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较上年同比下降 17.3%。

2021年，长沙市深度调查交通事故 58起，追责

问责49人，比上年增加28人。同时，强化刑事取证，

用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的“拒不整改重大事

故隐患罪”，有效倒逼各级各部门履职尽责。

以“硬核”举措整治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长沙

2021年以来，衡阳市积极部署、高位推进交通

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力求整治工作落实落地。

针对道路交通隐患动态排查，按照“先重后轻，

先急后缓、实用高效”的原则，市整治办、市道安委联

合出台《衡阳市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十项措

施”》，严格落实整改，及时验收销号。全年全市共完

成交办重难点问题隐患 1440 起，治理高风险路段

225处，查处客车超员等10类严重违法32万余起。

出台《衡阳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责任追究办

法（试行）》，督促各地党委政府扛起“守土责任”，

对 3 起较大交通事故启动问责机制。常宁发生

“9·13”事故后，常宁市纪委监委依法依规对常宁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等 12 人进行政务处分处理，

常宁市政府对常宁市水口山镇党委委员等 3 人进

行诫勉谈话，对常宁市交通运输局局长等 3 人进

行约谈。

重点推进、严肃追责，力求整治工作落实落细衡阳

2021 年以来，按照株洲市委、市政府相关要

求，株洲市努力打造公路交通安全防控体系建设

和缉查布控应用工作新机制，不断提升缉查布控

应用实战水平。

株洲市建立和完善了“横向联动、上下贯通”

的实战化工作机制，不断强化科技手段，消除安全

隐患。一是依托公路执法站的缉查布控系统应

用，对大中型客车、危化品运输车、货车等重点车

辆做到逢车必查、逢车必登，完善系统内重点车辆

电子台账，逐步建立立体化公路交通安全防控体

系。二是株洲市交警支队对隐患车辆进行实时预

警、布控、拦查，将违法预警信息推送至现场执勤

民警，现场民警及时进行拦截查处，实现“一点调

度、全线拦查”。三是充分利用大数据指导路面缉

查布控的勤务，合理优化执法力量、整合缉查布控

拦截点位，动态调整固定交通执法站的勤务模式。

2021 年，株洲市利用缉查布控系统现场查处

各类交通违法车辆 15352 台次。这些违法车辆涉

及的交通违法行为众多。其中，重点车辆逾期未

检验 156 起、逾期未报废 29 起、严重超速 64 起、套

牌 87 起、假牌 16 起，持续推进缉查布控系统应用

精准打击违法行为取得实效。

全面提升防控体系应用实战水平株洲

2019 年 10 月以来，湘潭市深刻吸取“9·22”重

大事故教训，深入推进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

治。成立由常务副市长、分管副市长、分管秘书

长、分管行业领域局长负责的“四长同治”领导小

组，形成市、县、乡、村“四级同频”的良好态势和

整治办、道安办、治超办、马路市场整治办、校车

办“五办联动”的良好局面。两年多来，湘潭未发

生较大以上道路交通事故，一般交通事故起数创

历史新低。

坚持问题整治和机制建设两手抓 ，将驾驶

员 交 通 违 法 行 为 与 运 输 行 业 从 业 资 质 一 键 关

联 ，形 成 驾 驶 员“ 黑 名 单 ”管 理 机 制 ；将 治 超 监

管、GPS 动态监管等平台和公安交管稽查布控

系 统 深 度 融 合 ，形 成 重 点 企 业 、重 点 车 辆 智 能

监管机制；将道路隐患治理与城市整体交通规

划 相 结 合 ，形 成 由 点 到 线 、由 线 到 面 的 道 路 隐

患治理体系。

2021 年，湘潭在查处交通违法行为和消除交

通安全风险隐患方面成效明显。据统计，全市全

年现场查处各类交通违法数较上年增加 127.8%，

累计排查、整改消除各类交通安全风险隐患治理

1.7 万余个，行政处罚违法企业 15 家，3 个市直部

门、3 个县市区、5 个乡镇分管领导因隐患整改不

力、整治工作进展滞后被约谈。

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整治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湘潭

2021 年，邵阳市坚持“市、县、乡、村”四级联

动，推进“源头+路面+宣传”三维监管，在全省率

先实施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和管养“路长制”，

织就了农村交通安全网，成功实现农村交通事故

死亡人数同比下降 19.5%的工作目标。

“高规格健全责任体系、高站位进行统筹调

度、高起点实施清单管理”是邵阳实施“路长制”、

综合治理全市农村交通管理的最大看点。邵阳市

成立农村道路“路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市长担任

总路长，分管副市长担任副总路长并兼任 4条国道

路长，明确县市区长是辖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的第一责任人，乡镇长、村长是直接责任人。

在寻求农村交通管理最大公约数中，邵阳市

建立了“联合培训、联合执法、联合宣传”的协同机

制，实现了从单个部门“独角戏”到多部门“大合

唱”的转变。2021年 7月以来，由政府主导、部门参

与的联合综治行动在全市常态推进，对 1.19 万处

重点隐患路段落实安全防控措施，查处超限超载、

非法改拼装、非法营运等重点违法 4126起。

与此同时，为落实工作保障，堵塞管理漏洞，

邵阳市还出台了一系列管理举措，使督导真正成

为推进“路长制”工作的“指挥棒”。

邵阳 “路长制”织就农村交通安全网

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行动开展以来，

岳阳市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实施“一网调度”基础

工程，构建精准化、精细化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指

挥调度模式，全方位提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水

平。

岳阳市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大数据平台应

用，整合共享各类信息资源，将全市 500 多万人

口、2000 余条机动车修理企业、涉毒驾人员及 300

余万条车驾管数据纳入全市大数据平台，“一盘

棋”推进交通管理工作。

以临湘市为例，该市率先投入 2000 余万元，

搭建起涵盖应急管理、交通运输、公安、教体等多

部门的现代化综合信息指挥平台，汇集 107国道等

重点风险点段、重点源头企业、“两客一危”、校车

安全等监管平台信息资源，实行集中监管、分类处

置，在线掌控 186台“两客一危”重点车辆和 197台

校车的实时位置、运行路线、驾驶员状态以及车辆

的实时状况，以现代化科技手段实现重点车辆、重

点人员、重点企业的科学管理，真正实现交通问题

顽瘴痼疾集中整治“一网调度”“一网统管”。

此外，岳阳市还利用高科技通讯技术，将可

视化调度系统部署到公安、交通、农业及乡镇（街

道），实现线上调度，线下执法，构建形成了反应

敏捷、信息准确的指挥调度机制。

实现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一网统管”

2021 年，常德市深入推进农村“两站两员”建

设，有力保障了农村道路交通安全，交通事故4项指

数明显下降。

常德市制定下发《常德市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综

合管理应用平台推广工作实施方案》及“两站两员”

等考核细则。按照市、县、乡、村四级联动工作要

求，常德市道安办明确各级政府及部门工作职责，

制定路线图、时间表，实行“挂图作战”，高效推进

“两站两员”以及农村交管信息系统建设应用工作。

与此同时，常德市还在培训和督导方面持续发

力。定期组织农村交管信息系统的操作培训，确保

“两站两员”工作人员人人能操作、会录入。将农村

交管信息系统推广情况纳入全年综治考核，倒逼工

作落实。

据统计，目前，常德市 179 个乡镇街道（含林

场）均已设立交管站，2275个村居均设立劝导站，共

有管理员 572人，劝导员 4298人。2021年，常德“两

站两员”已在农村交管信息系统中采集基础数据

4772145条，录入道路里程 5万多公里、农村驾驶人

263102 人、农村机动车 321631 辆、农村非机动车

97270 辆、工作动态信息 49963 条，录入工作动态

8792436条、日均劝导4万余条。

深入推进农村“两站两员”建设

作为国内外知名旅游目的地，地处湘西北的

张家界域内山多路险。2021 年以来，张家界市紧

紧围绕旅游客运市场等重点领域狠抓整治。

张家界市不断压实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强化道路运输问题整治，要求旅游客

运企业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齐管理

人员，加强隐患排查和风险管控；督促全市 1771

辆旅游车全部安装智能监控设备，针对车辆轨

迹完整率未达到 99.99%，存在超速超时驾驶、凌

晨 异 动 、脱 离 监 控 等 行 为 的 车 辆 ，要 求 查 明 原

因、限时整改。

同时，张家界市公安交警、文旅等部门联合

执法，严查道路交通运输违法行为。2021 年全市

共查处“两客一危”道路运输企业违反动态监督

管理制度行为 26 起，撤销 8 名持有道路运输从业

资格证的吸毒人员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查处非法

营运车辆 442 台次。

张家界市还出台《张家界旅游运输车辆服务

规范》，强化旅游客运市场整治，将驾驶员的经营

服务行为纳入企业年度质量信誉考核内容。据

统计，张家界旅游客运市场安全隐患数据由最高

一周 897 次减至 29 次，行业安全形势稳定向好。

强化旅游客运市场整治，营造畅安交通环境张家界

2021 年以来，益阳市紧扣交通问题顽瘴痼疾

集中整治行动的目标要求，全力推进整治工作落

地落实。益阳以科技治超、专项项动、联合执法、

强化宣传为抓手，实现了重特大交通事故“零发

生”和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三下

降”的良好局面。

2021 年，益阳市建成并投入使用非现场执法

系统 16 套，预检系统 6 套，在建非现场执法系统 6

套，建成市级治超信息平台 1 个，县级信息平台 7

个，安装货运源头企业视频监控系统 37 家。在

这些高科技系统的“加持”下，全年查获“百吨王”

42 台，抄告处罚超载违法 1757 起。

针对整治工作复杂，牵涉管理单位、参与人

员多等现实问题，益阳市围绕整治任务，坚持市

直责任单位每周一调度，区县（市）每月一调度的

工作机制，联合交通执法、公安交警、市场监管等

部门深入协作、联合行动，先后开展“零点行动”

“大排查大管控大整治”等专项行动，累计联合执

法 124 次，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

调、社会参与”齐抓共管的综合治理格局。

以科技手段助力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整治益阳

近年来，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社会化治理水

平，郴州市针对城乡交通发展形势和特点，重点推

进“戴帽工程”和“两站两员”标准化、实体化运作，

不断筑牢城乡交通安全屏障。

在城区，郴州市聚焦涉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交

通伤亡事故多发的实际，实施高位推动、多元联动、

打击震动、宣传触动“四动”工作法，并在湖南率先

推行无牌无证摩托车“断油”刚性举措，促使摩托车

车主自觉办牌办证、佩戴头盔，涉摩托车、电动自行

车交通伤亡事故占比由 2018 年的 66.7%下降到

2021年的56%。

在农村，为推动“两站两员”标准化、实体化运

作，郴州市将“两站两员”建设和日常履职情况纳入

党委政府重点工作绩效评估，对工作推进缓慢、滞

后、推诿、成效不明显以及问题突出的地区和部门，

进行重点约谈、帮扶督导、驻点督导。2021年，全市

“两站两员”教育劝导各类违法行为50万余起，排查

隐患点段200余处，全市农村地区事故发生起数、死

亡人数、受伤人数与同期比分别下降 2.86%、25%、

13.94%，最大限度防控农村道路交通事故。

城乡结合，抓实“戴帽工程”“两站两员”建设郴州

永州市坚持党政统领，部门协同，警种联动，精准整

治，强力开展“三车”整治，不断将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

中整治向纵深推进。据统计，2021 年，永州共查处“三

车”交通违法数同比上年上升 161.33%，同比 2019年上

升671.35%。

2021年，永州市将“三车”整治纳入永州市“全国市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地区创建”工作，市主要领导轮

流每月强力调度推进；对基层党政干部交管工作绩效实

行每月调度、考核和通报，并计入政府绩效和安全生产

考核；建立涉摩电、面包车亡人事故深度调查工作机制，

将存在的问题移交市委作风办、市政府督查室联合督导

整改。

在源头管控方面，永州市督促共享电动自行车企业

配齐随车头盔，全市 350家加油站拒绝为未佩戴安全头

盔的摩托车主加油，全市行政企事业单位不允许未佩戴

安全头盔的摩电车辆驶入。

依托永州公安 6505个城区群防平台和 140个农村

派出所，构建起全市“三车”整治“城乡共治一张网，勤务

支撑一条线”的机制体系。全市先后组织开展 10轮次

“三车”整治和110余次逢五逢十和周末夜间整治行动。

强力开展“三车”整治永州

2021年，怀化市道安委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和省、市关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相关要

求，不断推动道安委办实体化运作，未发生较大以上交

通事故，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考核排名全省第

一，被省委省政府评为“真抓实干”先进单位。

2021年，在做实做强道安办平台方面，怀化市不仅

从交通运输、农业农村、公安交警、气象等部门抽调专人

实行集中办公，完善道安委成员单位联席会议制度和风

险评估制度，定期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推

动成员单位履职尽责，而且按一二三类乡镇，明确交管

站和劝导站的人员配备、经费保障以及工作职责，做精

做细乡镇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与此同时，怀化还借力县

域警务、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两项考核，推动属

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支持“两站两员”工作，13个县市区

全部完成政府出台“两站两员”规范化建设文件，为“两

站两员”实体化运转提供强有力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洪江市以委托执法为抓手，以推进

农村“两站两员”执法队、农村公安派出所参与交通安全

管理为着力点，创新农村交通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全

面推动农村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进一步压实乡镇道路交

通安全属地管理责任，有效防范了较大以上交通事故的

发生。

不断推动道安委办
实体化运作怀化

2021年，娄底市全力以赴治顽疾、控风险、压事故，

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工作成效明显。全市累计

整改各类交通问题顽瘴痼疾 30.52万起，挂图作战重点

隐患 7186起，整改率 100%。实现了较大及以上交通事

故“零发生”和亡人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双下降”。

2021 年，娄底市县两级整治办通过暗访、督查、考

核、通报等措施，推动政府、职能部门、重点企业各担其

责。全市全年发出市长交办令 2期，市长提醒函 3期，专

项整治行动方案 6个，开展督导和明察暗访 23次，发现

问题线索62条，下发交办函39期。

全市各级各部门合力攻坚，扎实推进集中整治各项

工作措施落地落实。重点风险隐患路段全部清零，查处

超限超载车辆 3386台，卸载货物 3.5万吨，非现场执法

系统共结案 2912起，立案查处非法非标车辆 137起，办

理刑事案件 2起，处罚重点交通违法行为 29万余起，实

现了全市 90%以上农村公安派出所管理道路交通安全

的工作目标。

全力以赴治顽疾、
控风险、压事故娄底

2021年，按照省整治办部署要求，湘西州结合湘西

地区山高路险、坡陡弯急、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突出

等特点，积极探索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整治工作新思

路。

保靖县全面推行派出所管理农村交通安全警务改

革。2021 年，全县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17%、68%，其中农村地区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同比分别

下降25%、75%。

龙山县以贯彻落实《湖南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30

个一律”严管措施》为主线，突出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整治

重点，推行“党委政府管交通”思路，有力破解了农村交

管力量薄弱的难题。在 2021年湘西州交通问题顽瘴痼

疾集中整治行动年度考核中，龙山县排名第一。

泸溪县委、县政府建立健全了农村道路交通管理联

席工作会议、联勤联控执法、督导考核问责 3个机制，全

面压实乡镇管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属地责任，避免工作

“打乱仗”、整治“一阵风”的通病。2021年，全县亡人交

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18.75%、22.22%，获

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

结合山区特点探
索农村整治工作

新思路
湘西州

2019 年 11 月以来，按照省委、省政
府统一部署，全省各地各相关部门践行

“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发展理念，坚持人、
车、路协同管理，坚持专群结合、部门联
动、城乡统筹、社会共治，全力压实属地管
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三大责任”，不断
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深化交通问题顽
瘴痼疾集中整治，道路交通安全水平全面
提升，全省连续两年没有发生重特大交通
事故，连续三年没有发生涉及客、危重点
车辆的较大事故，实现亡人交通事故数、
死亡人数、较大交通事故数“三下降”，群
众获得感、安全感、满意度“三上升”。

党政重视，高位推动。省委、省政府
办公厅连续 3 年制定下发《全省交通问题

顽瘴痼疾集中整治工作方案》，构建由省
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推动、常务副省长挂
帅、分管副省长统筹、分管副秘书长专
职、分管部门厅局长负责的“五长同治”
领导体系；从 18 个省直成员单位抽调精
干力量组建省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整治办
公室（以下简称“省整治办”），各市县成
立相应机构；省政府先后 11 次召开全省
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下联动开展
整治工作；各级党委政府将整治工作列
为党政中心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写
入政府工作报告、列入年度绩效考核，形
成省、市、县、乡、村“五级同频”的集中整
治态势。

牵头抓总，专班推进。由省整治办

牵头抓总，道安办、治超办、马路市场整
治办、校车办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整体
推进问题整改、力争隐患清零。在追责
问责方面坚持“一板子打到痛”，全面推
行较大事故和高速公路亡人事故“一事
一查”工作机制。两年多来，全省启动事
故深度调查 1069 起，对 430 人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党纪政纪、组织处理 226
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全面推行“路长制”，深入推进“两站两
员”建设（“两站”即农村交通安全管理
站、劝导站，“两员”即农村交通安全管理
员、劝导员），建成使用农村标准劝导站
2.8万个，配备义务劝导员 5.8万名。

部门协同，共建共治。公安、交通运

输、应急管理、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工信
等部门联合治理，联动发力，全面整治事
故多发和高风险路段以及低速电动车、变
型拖拉机等非法非标车辆；重点查处超限
超载违法违规企业、车辆及驾驶人，非法
生产、销售、维修、改装、检验等违法违规
企业及个人；严厉打击公交车、出租车、工
程运输车“野蛮驾驶”、推进“戴帽工程”。
据统计，2021 年，省发改委推送交通失信
信息 56.99 万条，省交通运输厅排查整改
重大隐患路段 5353处，省住建厅整改城市
道路、桥隧隐患 155 处，省农业农村厅联
合省公安厅注销变型拖拉机牌证 11.4万
台，省工信厅会同多部门印发货车非法改
装整治方案，省市场监管局针对非法销

售、维修企业立案 800件，省公安厅交警总
队推进对酒驾醉驾、客危货车辆疲劳驾
驶、“一盔一带”、“野蛮驾驶”等行为开展
专项整治行动，查处顽瘴痼疾类重点交通
违法 835 万余起，办理危险驾驶案 1.7 万
余起。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2022年，按照省
委、省政府的有关要求，全省继续开展交通
顽瘴痼疾集中整治行动，针对风险路段、超
限超载、隐患车辆、重点违法等长期性、顽
固性、反复性的问题隐患，建立完善实时监
测预警、动态摸底排查、分级分类管控的常
态机制，坚决做到“不少一人一车，不落一
企一路”，确保每一项整治任务清仓见底、
不留隐患。

不断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水平不断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水平
和人民群众满意度和人民群众满意度

岳阳

常德

2021年 12月 30日凌晨，益阳市大通湖区大通湖桥，
针对低温天气，该区交通运输局对公路桥梁实行 24小时
不间断巡查，确保道路通行安全。 唐俊 易家祺 摄

2021年 12月 1日，郴州市嘉禾县龙潭镇中心学校，交通
志愿者向学生宣传交通安全知识。 黄春涛 刘旺 摄

2022年 2月4日，沅陵县公安局组织巡警、交警、派出所

民警在迎宾路开展酒驾醉驾毒驾夜查“零点行动”。

舒莎 摄

（本版文字由邓彪、王辉当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