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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交警：
瞄准“安全出行”
答好
管控源头查违除患
答好出行安全题
借助
“减量控大”
的契机，
无锡交警对标对表，
突出重点，从源头治起、从细处抓起、从短板补起，
向易引发交通事故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安全隐
患发起凌厉攻坚，取得全市道路交通亡人事故起
数和人数同比下降 15%以上，实现了全市道路交
通亡人事故连续 18 年下降，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创
历史最好。
预防交通事故“减量控大”成果显著，得益于
管控源头查违除患行动有力。今年，无锡在全省
率先成立并实体化运作道路交通安全生产专业委
员会，囊括了公安、交通、住建、市场监管等 27 家
职能单位，共同开展交通安全管理联动、整治联
手、隐患联治和应急联处，改变了过去交警部门
“单打独斗”的作战方式，形成了由“握指成拳”的
攻坚小组来专项治理道路安全隐患的工作体系。
在 S230 省道兴达路口，村民正准备过马路，
这时，路边的喇叭自动发出了“注意来车”的语音
提示，同时省道上竖着的一个显示屏持续闪烁
“注
意行人”
的字样，
路过的车辆在提醒下均能做到停
车让行。这是道交安委在省道与村道的交叉路口
试点安装的声光电预警系统。通过首期上岗的
35 套“哨兵系统”以及对相关交通安全隐患的整
改 ，S230 省 道 的 交 通 事 故 死 亡 率 同 比 下 降 近
50%，周边农村群众的出行安全系数得到了进一
步提升。
“通过开展道路隐患排查整治行动，每个月督
促责任单位对路段隐患进行整改、消除，从源头上
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减少亡人事故数。”市交警
支队相关负责人说，
根据事故发生情况，
今年共对
124 条隐患路段实施市、区两级挂牌督办整改并跟
踪督导，组织各地开展三轮交通安全隐患大排查
行动，全市道路交通安全问题短板和风险隐患基
本见底。目前，沪宁高速省级挂牌督办隐患已完
成整改，市、区两级挂牌的严重隐患已完成整改
101 处，
排查整改其他交通安全隐患问题 5712 个。

为民考卷

时针滴答，2021 年交通管理工作的答卷已接近尾声，无
锡交警以奋斗的激情、坚持的热情、流淌的温情，紧紧围绕出
行“安全、有序、畅通、文明”的目标，认真细致书写每一道答
题，实现今年全市道路交通死亡事故连续 18 年下降，道路交
通安全形势创历史最好；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累计现场查处
300.8 万余起，交通秩序明显改善；当前，无锡交通健康指数
位居汽车保有量“超 200 万辆”城市全国第一，城市道路交通
秩序指标位居全省前列；
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公安交管 12
项便利措施，累计办理各类车驾管业务 42.6 万笔，紧急救助
困难群众 700 余起，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这
每一道答题都成就了无锡交警精彩的 2021！

夯实数据之基
答好智慧交管建设题

治乱疏堵改造提升
答好秩序畅通题
在无锡市区 90 多个大大小小的道路路口，有
一根根红黄相间的右转弯警示桩，用来“隔”开大
型工程车和非机动车、行人的“亲密接触”。这是
无锡交警为消除工程车右转盲区带来的安全隐
患，
推出的右转弯
“硬隔离”
设施，
能有效降低事故
发生风险，
提高路口车辆通行安全性。
看似不起眼，
却大有裨益，
无锡交警今年启动
“小项目、大民生”工程，对全市 31 处交通节点进
行路网建设和道路
“微改造”
，
用
“小举措”
破解
“大
难题”，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同时，推进交通设施
封闭隔离、行人过街“安全岛”和人行天桥立体交
通建设，
增设行人过街信号灯、不礼让行人抓拍等
设施，
解决行人与机动车、非机动车交通矛盾。对
农村道路交通开展
“安全守护”
专项行动，
推进
“六
个一”
工程和临水路段安全防护提升建设，
完善路
口停止线、斑马线、减速让行等标志标线，减少农
村地区安全隐患。今年以来，累计增设交通标线
1565 处、安装各类标志 2802 块、更换各类隔离护
栏 9323 片、安装警示桩 2743 根。
一个路口的文明，代表一个城市的文明。路
口交通秩序治理，需要多方合力。今年无锡交警
建立“路警联动”
“城警联动”
“联合治超”
“非法营
运四联合”
等常态化联合整治机制和高速公路
“一
路三方”
联勤联动工作机制，
滚动排查整改交通安
全隐患，
联合治理交通秩序乱象，
高压严惩超载超
限违法行为，累计现场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300.8
万起，其中酒醉驾 5895 起，超载 1.1 万余起，工程
运输车重点违法 3.3 万余起，城市道路行人显见
违法 9.6 万余起，非机动显见交通违法行为 122.2
万起，查处正三轮和非标三四轮车交通违法 18.7
万余起，查扣 1.4 万辆。在国内率先对“百吨王”
严重超载违法行为进行刑事立案，我市“百吨王”
基本绝迹，
超限率为 0.08%，
为全省最低。

在无锡交通大数据指挥服务中心的超高清大屏
幕上，实时显示着每一个路口的路况及突发情况，这
是无锡交警借助
“云图”
系统，
通过视频、数据、地图等
106 项交管数据，全面掌握全市交管质态情况，同时
实现在指挥大屏、桌面电脑、手机终端等多媒介对全
域交管状况的
“一图掌控”
，
做到
“用数据说话、用数据
管理、用数据决策、用数据创新”
,牢牢把握交通变化
的主动权。
在大数据时代，
不仅要
“把脉问诊”
，
还要
“对症下
药”
“治未病”
。
无锡交警研发应用
“智源”
系统，
对重点
车辆、驾驶人基本数据信息以及路侧设备感知采集的
动态数据信息进行关联比对，围绕“人、车、路、企”等
静态交通安全要素，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同
时，
“智源”系统对全市 7.4 万名“两客一危一货”驾驶
人进行“兜底翻”，对其中 155 名从业资质、身体状况、
安全守法等存在问题的驾驶人进行调整工作岗位。
为有效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无锡交警建立
“微治堵”闭环机制，今年以来已定向治理拥堵节点
220 个，其中太湖大道鸿桥路口、春申路县前街路口
以及金城路通扬路口等主要节点路口，
通过综合运用
“可变车道、综合待行诱导”
等智能诱导手段配合精细
化交通组织，
实现了路口通行效率的显著提升。
此外，依托路口全息感知、协调控制等数字化管
控手段，
“一点一策”改善突出拥堵节点。通过在城市
主要路口增设雷达流量检测系统，
将原来的信号灯固
定配时转变为根据车流量大小自动配时，
让信号灯实
现“随机应变”。目前已在城区 40 多个路口完成试运
行，
整体道路通行效率同比上升 18%。

交管服务提档优化
答好群众满意题
“不出小区就能换领驾驶证，真是太方便
了！”无锡交警“流动车管所”开进梁溪区扬名花
园小区，
为社区居民拍照体检、现场制证，
家门口
的车管服务让市民纷纷竖起大拇指。
打造有温度的交管服务，
努力提高群众安全
感、满意度是交通管理工作的最高目标。今年以
来，
无锡交警全面升级服务硬件、优化服务举措、
创新服务手段，
在全国首批试点推行机动车驾驶
证电子化和便利二手车异地交易等便民措施，
同
时推出具有本地特色的出国（境）人员延期换证、
逾期被注销救济保障、60 周岁以上老年人线上线
下便捷服务等公安交管 12 项便利措施，
累计办理
各类车驾管业务 42.6 万笔，
其中办理核发电子驾
驶证业务 35.7 万笔、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业务
1.7 万笔、便利老年人线上线下办理交管业务
8478 笔，
车管窗口群众服务满意率达 99.97％。
交管业务已与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密不可
分，无锡交警依托属地化改革，持续创新服务手
段，积极推进派出所“综窗”建设，编制车驾管业
务标准流程操作，将交通违法处理和 30 项高频
车管业务下放至属地分局派出所综合办事窗口，
派驻交警进行业务指导，
真正让百姓少跑腿。目
前，全市已建成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 26 个，累计
办理车驾管业务 1100 件。

重任在肩，砥砺前行。无锡交警作为答卷
人，
将继续紧紧围绕
“警务质态高质量、
改革强警
高质量、
科技兴警高质量、
警队建设高质量”
的要
求，答好每一道交通管理题，全力稳定岁末年初
道路交通安全形势，
进一步打造平安畅通的交通
环境，
给人民群众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杨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