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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 8名驾驶员被记 2分
多数驾驶员不知已违法

当日上午 10 时许，在市城区公

园路与凯旋路交界路口，一辆行驶在

车流中的银灰色轿车引起了执勤交

警的注意。记者看到，该轿车车顶后

方正“坐”着一个“蜘蛛侠”，随着车

辆行驶，“蜘蛛侠”也随着车身摇晃，

格外显眼。见此情形，执勤交警立即

上前将该车拦停至路边。

“驾驶员，车辆行驶中不允许存

在任何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你知道

在车顶安装布偶是很危险的吗？”面

对交警询问，该车驾驶员显得一头雾

水，并不知自己的行为已经违反交通

法规。随即，现场交警向其告知了

《道安法》相关规定，并解释了该行

为的危害。最终，该驾驶员现场将布

偶拆除，并承诺今后不再安装。而按

照《道安法》相关规定，该车驾驶员

也受到了记 2 分，罚款 100 元的处罚。

据了解，在当日的整治中，交警

部门在市城区共查处该类交通违法

行为 8 起，驾驶员均受到了记 2 分，

罚款 100 元的处罚，其中大多数驾驶

员对自己的交通违法行为浑然不知。

交警部门将开展专项整治
一经发现将对车主予以严处

在当日查处的 8 名驾驶员中，基

本是年轻人。而对于为何要在车顶

上安放布偶，这 8 名驾驶员的说法也

五花八门。“这些布偶在网上炒得很

火，我觉得好看就买了个回来。”其

中一名驾驶员告诉记者，安装在车顶

上的布偶不仅能给自己的爱车形象

“加分”，同时能彰显自己的个性。

而对于此类现象，不少市民也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市民张先生称，驾驶员

想体现个性，一旦因为一味追求时尚

而引发交通事故，得不偿失。

据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法宣科科

长易灵介绍，将布偶安放在车顶上，

如果在高速行驶的情况下，一旦路面

凹凸不平出现颠簸，布偶很容易发生

脱落，可能会对周边车辆及行人造成

伤害。而类似这种车外固定物或者

粘贴物掉落，如果引发交通事故，是

要承担全部责任的。另外，这些车外

的挂饰物往往造型夸张，色彩鲜艳，

容易吸引眼球，可能会引起其他驾驶

员的关注，从而分散驾驶人注意力，

一旦控制不好与前车的距离，容易发

生追尾或者剐擦事故。

“为了尽快将这种不良风气压下

去，近期，公安交警部门将在全市范

围展开专项整治，一经发现，将予以

严处。”易灵告诉记者，在车顶安放

布偶的行为属于驾车时有其他妨碍

安全行车的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可以对车主予以罚款 100
元记 2 分的处罚。近期，市交警部门

将在全市重要交通要道设卡设点，并

结合巡查的方式，全面查处在车顶上

安放布偶的行为。对此，市交警部门

也提醒广大驾驶员，为了自身和他人

的安全，不要在车身外部放置任何不

必要的配件或装饰，以免发生意外。

（全媒体记者 吕苗）

陈青莲，大英县通仙乡林业站站

长，从 1993 年开始，她就坚守在造林护

林的岗位上，一干就是 25 年。

造林护林 25 年，她“染绿”了通仙

乡的荒山荒坡。到如今，通仙乡的森

林面积达到 2.1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44.87%，绿化覆盖率 60%，主要街道、

单位庭院、居住小区绿化覆盖率分别

达到 55%、60%和 53%，通仙乡也成为

大英县森林覆盖率最高的乡镇。

除病害禁砍伐
林业站长全力推进护林工作

还有一个多月，陈青莲便要退休

了，谈及工作，陈青莲还真有点舍不

得。作为林业站长，保绿护绿是重点

工作，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荒山造

林、森林抚育等，都需要陈青莲负责。

“护林工作，最怕病虫害和乱砍

伐。”陈青莲还记得，几年前，在辖区林

区发现了“菟丝子”，眼见其危及林木

安全，她第一时间向大英县林业局进

行了汇报，很快，得到林业局大力支

持，帮忙消除灾害。

而此次事件，也让陈青莲心里绷紧

了弦，每年，她都会跑一遍辖区的林区，

加强森林病虫害的调查和防控工作。

而除了森林病虫灾害外，乱砍伐

也是林业工作中遇到的最难问题。为

了让林农意识到保护森林的重要性，

陈青莲每年都走村入户发放宣传资

料，劝导村民不要乱砍乱伐，保护森

林。到如今，通仙乡以前的收购林木

的小贩基本全部转行。

强造林促发展
通仙乡绿树漫山遍野

“植树造林，需要大家的努力。”陈

青莲说，全力护林的同时，通仙乡的造

林工作也在全面推进。为了发动村民

的积极性，通仙乡积极争取造林补贴，

让村民得到实惠，通仙乡还种植花椒

3500 亩、核桃 3000 亩等经济林木，让

村民增加益收。

“从 2014 年起，对我乡核桃树进行

了高接换优，村民的积极性也很高。”陈

青莲说，2017 年，通仙乡党委政府全力

支持林业工作，仅她负责的通仙桥、洋

溪村、三溪口三村的绿化示范点的绿化

工程，便组织栽种了桤木和柏树 6.5 万

株，栽植面积 680 余亩，栽种核桃树 1.2
万多株，香椿等生态树 0.15 万亩……

黄葛树 9 棵、白果树 1 棵、300 多年

的黄连树一棵……此外，针对通仙乡的

名木古树，陈青莲也进行了普查登记，

对古树名木的基本信息采集、生长现状

调查、树木倾斜情况调查、病虫害调查，

进行有效的管理。如今的通仙乡，全乡

森林面积达到了 2.1万亩，森林覆盖率更

是高达 60%，成为了大英县森林覆盖率

最高的乡镇。 （全媒体记者 贺建平）

3 月 15 日，船山区消防大队积

极组织顺城街幼儿园、紫东街幼儿

园、北辰街幼儿园、盐关街幼儿园、

周乔实验幼儿园等 12 所幼儿园的

消防安全管理人走进消防科普教

育基地，近距离学习消防、感受消

防、体验消防。

在参观过程中，解说员介绍了

消防科普教育基地的功能分区，讲

解了消防法律法规、各种常用消防

器材的作用及使用方法、如何预防

火灾、如何扑救初期火灾、火场逃

生技能等消防安全基本常识，并带

领老师们在火灾隐患查找区查找

火灾隐患。针对厨房、卧室、客厅、

书房这四个场景，老师们进行了火

灾隐患查找。

“在日常生活中，居然存在那

么多根本没有意识到的火灾隐患，

回家一定要仔细排查家中火灾隐

患。”不少老师都表示学习到了不

少消防知识。

随后，解说员重点介绍了模

拟灭火体验区，在这里，老师们都

参与到了宿舍、电动车、学校、厨房

等 6 个场景的灭火体验，不少老师

都能使用正确的灭火方法将火苗扑

灭，但也有个别老师由于选择了错

误的灭火器，导致小火越烧越旺。

“通过此次参观学习，让大家

掌握了在紧急情况下如何自救、疏

散 、逃 生 、灭 火 的 技 能 ，很 有 意

义。”一位老师如是说。

（许锐 全媒体记者 贺建平）

用各种方式遮挡机动车号牌

的事时有发生，然而在此次的“百

日攻坚”专项行动中，交警却碰到

了这样一件“奇葩”事。 22 日，在

市城区明月路上，一辆超载冲关

货车被卡点交警成功拦截，而让

交警意外的是，该车为了逃避监

控 ，前 车 牌 竟 用 手 绘 的 纸 质“ 车

牌”遮挡，最终该车驾驶员被依法

严处。

当晚 9 时许，市交警支队直属

一大队民警接到城北综合治超卡

点民警通知，一辆货车故意绕过秤

磅，正向市城区方向驶去。接到通

知后，市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立即

在市城区滨江路、通德大桥西、明

月路、渠河北路等设卡设点拦截。

10 分钟后，在市城区明月路，

该 货 车 被 路 面 执 勤 交 警 成 功 拦

截。经检测，该货车载物已超过核

定载质量 30%以上，而更让现场交

警感到意外的是，该货车前车牌竟

被自制的“渝 K88888”纸板车牌所

遮挡。“这是故意遮挡号牌，已经触

犯了相关法律，请你出示你的相关

证件。”面对交警询问，该货车驾驶

员极力辩解，并称该车上的纸质车

牌是他人所为。随即，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

规定，该货车驾驶员被处以罚款

2300 元、记 21 分的处罚。

（全媒体记者 吕苗）

为让特殊学校的孩子们

感受到社会的温暖，23 日，

遂宁阳光行义工协会 11 名

志愿者协助船山区特殊教

育学校的老师们，带领 200
余名特校学生来到河东新

区联盟河公园春游。

志愿者们为孩子准备了

各种食物，还和孩子们一起

做游戏、赏樱花、用手语交

流他们日常的生活学习情

况等。孩子们在老师和志

愿者们的照顾下，度过了愉

快的一天，许多孩子还和志

愿者合照留念。

（全媒体记者 何敏）

志愿者陪伴特校孩子春游

货车超载且悬挂手绘车牌
驾驶员被罚2300元、记21分

12所幼儿园的消防安全管理人
走进消防科普教育基地

市工商局密织消费“安全网”

“红盾”出击100天查处47件大要案

3 月 26 日，蓬溪县工质局对外
称：420 多吨涉嫌假冒农业生产资料
案件,终于水落石出。目前，该案工
商部门已调查终结，已移交公安机
关。

蓬溪县查获这起涉嫌假冒农业
生产资料案仅只是我市“红盾春雷行
动 2018”专项行动的一个缩影。市
工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为期 100
天的专项行动中，已立案查处各类违
法案件 1339 件，涉案金额 35717 万
元，其中查处大要案件47件。

造林护林 25年
她“染绿”通仙乡的荒山荒地

卡通布偶频现车顶存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将开展专项整治

一经发现 车主将被罚款100元记2分

在车顶或车尾处贴挂卡通玩偶，成为

不少车主的“新时尚”，但也存在新的安

全隐患。因此，遂宁交警部门为遏制这

种不良行为，依据道交法规定，对此类在

驾车过程中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违法

行为，处以记 2 分，罚款 100 元的处罚。

目前，对于汽车外安装玩偶装饰的行

为，山东、江苏、江西、内蒙古等多地交警

都发布了提醒并进行整治。相较遂宁而

言，成都对此类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则

更大，进行罚款 200 元、记 2 分的处罚。

处罚不是目的，引导教育才是根本。

在遂宁昨日查处的 8 名驾驶员中，基本全

是年轻人。无一例外，这些年轻人都认

为 安 装 布 偶“ 既 美 观 又 可 以 增 加 回 头

率”。殊不知，这样的行为潜在危害也不

容小觑。如果让这样的行为越演越烈，

行驶在道路上的安全隐患则也会越来越

多，让更多人处于不安全的道路交通环

境中。因为，一旦布偶安装不够坚固，在

高速行驶的情况下，可能会脱落，对周边

的车辆和交通参与者造成伤害。

所以，对每一个车主而言，不安装车

身布偶，应成为一种自觉行为，从而让自

己和他人处于相对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

中。在此，也希望管理部门，从严监管，

除了对车主进行相应的提醒，还要进行

更有力度、更常态化的处罚。 （郑晓燕）

每个车主
应自觉不安装车身布偶

新闻及时评

据悉，工商部门还查处了我市一

房地产企业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的案

件，“这起重特大案件，涉及消费者 300
余人、房产金额 3.5 亿元。”

立足民生，维护民利。该局还查

处了“会销”虚假宣传案 2 件，涉及中

老年人 280 余人，为群众挽回损失 190
余万元；查处公用企业滥收费用案 3
件，涉及消费者 659 人；查处脱贫攻坚

领域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为农户挽

回经济损失百余万元；适用新《反不正

当竞争法》，查处虚假商业宣传案，罚

没金额 20 万元。

“在专项行动中，全市工商部门立

案查处各类违法案件 1339 件，涉案金

额 35717 万元。其中，查处大要案件

47 件。”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在为期 100 天的专项行动中，我市围

绕民生和社会热点，开展了打击不正

当竞争行为、网络购物、旅游消费、汽

车市场监管四项专项行动，查处了一

批不正当竞争、假冒伪劣、消费欺诈等

违法行为。

接下来，工商部门将继续以与人

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重点领

域、重点行业、重要商品为突破，加大

对不正当竞争、假冒伪劣、商标侵权、

消费欺诈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着

力营造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 （滕志华 全媒体记者 杜林德）

“喂，蓬溪县工质局吗？我们公

司买到了疑似假冒的原材料，造成菌

菇严重减产！”去年底，蓬溪县琪英

菌业有限公司向当地工商部门反映，

公司在德阳市罗江县某经营部购买

了一批疑似假冒的原材料。

“此案发生在脱贫攻坚关键时

期，要迅速查明案情，从重从快查

办！”接到举报后，蓬溪县工质局高

度重视，辗转成都、德阳、遂宁等地

调查取证，并现场查封假冒大豆粕

18 吨。

原来，去年 3 月至 9 月，琪英菌业

有限公司陆续从德阳市罗江县某经

营部购买了货值 120 余万元的 420 多

吨大豆粕作为菌菇栽培料。经生产

栽培后，主要农产品杏鲍菇产量急剧

下降，直接经济损失 200 余万元。经

商标权利人鉴定，该批 420 多吨大豆

粕系假冒商品。

蓬溪县工质局负责人周刚表示，

工商部门已调查终结，因涉案数额较

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已将案件移

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

典型案例

杏鲍菇产量急剧下降 疑似假冒原材料“作怪”

重拳出击

“四大”行动紧贴民生 查处各类案件 1000多件

为提升“十大最美警察”评选

活动的社会影响力，充分展示我市

公安队伍良好形象，塑推一批爱岗

敬业、爱民为民的先进典型，增强

广大民警的职业荣誉感和责任感，

提高公安机关的公信力、亲和力，

积极构建和谐的警民关系，全市公

安机关开展了“十大最美警察”评

选活动，活动一推开，立即引起广

大网友的热议。

关键词：真诚·无私

“上周末，我在街上看见一个

找不到父母的小女孩，由于小女孩

说不清家庭住址，便报了警。本来

以为要很久，警察才来，结果 10 分

钟之内，警察便来了。通过走访，

最终帮小女孩找到了忙着做生意

的父母。“ 网友散步的鱼说，对于

绝大多数基层民警来说，他们没有

惊天动地的伟业，没有生死不顾的

创举，更多的是救助遇到困难的群

众、调解纠纷、宣传法律法规，为了

辖区安宁，他们加班成为一种常

态，所以，在我心中，最美警察的标

准就是真诚和无私。”

关键词：敬业·平凡

“作为普世标准的美，通常与

爱有关。绝大多数人的美德都体

现在一些平凡小事中。”网友深山

含笑说：这些都是“小事”，“我们

例行工作中的分内事”……正是这

些平淡的温暖语言，通过最普通的

“最美警察”，传递到老百姓心底，让

“正能量”在“微奉献”中汇聚成一团

火热的爱民情怀，让爱心、奉献成为

看得见、摸得着的温度和大美。

关键词：英勇·奉献

“公安民警承受着很多人无法

理解和体会的压力。很多矛盾，尤

其是无法解决的矛盾最终都会落

到民警的身上，而且来得迅猛、突

然。”网友曾经的月亮说，大到跳水

跳楼，小至钥匙忘在家里，类似这

样的事情在普通民警身上时常发

生。而当群众面临危难时，人民警

察从来都是第一时间伸出援手的

“急先锋”，用行动给了广大群众同

一个答案：“保证完成任务！”这就

是我心中的最美警察形象。

（全媒体记者 杨树林）

盾春雷行动2018红红

蜘蛛侠、超人、米老鼠、唐老鸭 ......如今，色彩鲜艳、造

型各异的卡通布偶成为一些驾驶员“打扮”爱车的潮品。

殊不知，这些或“站”或“坐”在车顶的布偶，看上去很酷很

惹眼，不仅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也违反了交通法规。

为此，26 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对该项交通违法行为

展开了整治，凡是有该类交通违法行为的驾驶员，均处以

罚款 100 元，记 2 分的处罚。

“十大最美警察”评选活动
引广大网友热议

遂宁市十大最美警察候选人事迹展播
系列报道

工商部门查获一大批假冒伪劣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