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公通字 〔2021〕 6号

美子騨友 《全市国三及以下菅透柴油貨牟
道路交通安全除患 “清零"寺項行功

工作方案》鰤通畑

各所、眺、室、中,こ

力貫御落実省斤 《美子印友〈仝省国三及以下菅近柴油

貨率道路交理安全聰恙 “清零"寺項行功工作方案〉的垣知》

(晋公侍友〔2021〕 56号 )及晋城市公安局(晋市公通字〔2021〕

15号 )要求,深入升晨 “三寒"単位唸1建 ,仝力保障全国 “両

会"道路交邁安全,切実消除道路交通安/1A聰 患,碗保淘汰

率輌実卒淘汰,我局決定自2月 18日 至 4月 8日 ,在仝市

部署汗展力期 50夭的国三及以下菅近柴油貨道路交遁安全

聰恙 “清零"寺項行功,特 +1定 《仝市国三及下菅近柴油貨

卒邁路交ミ安全聰恙 “清寒"寺項行功工作方案》,現印友



体イ11,清結合ェ作実際, 決真机好貫微抗行。

高平市公安局

2021年 3月 10日

(此件公汗友布 )



全藤国三%憑下心は瞼滸颯奪鰤巡襄燿

贔咆褥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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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吻聰行麒工作方案

力次真貫夕落実省庁 《美子印友<全省国三及以下菅近

柴油貨4道路交襲安全聰患
に
清零"寺項行効工作方案〉釣

通知》 (晋公侍友 〔2讐 21勝 55号 )要求,源入升晨
α三寒“羊

位を1建っ仝力保障全国
名
両会"竜路交適安全,切 実維琥国

二及以下菅逹柴j由 貨事実率淘汰,努力消除道路交理安全鋒

患,市局決定自2月 1:暫 至 4月 8ヨ ,在全市部署升晨カ

欺 50ス 的国二及以下菅通柴j由 貨卒道路交重安全聰患 “清

寒"寺項行劫 (以 下筒称惚患 “清零"そ項行功),特告1定決ロ

下方案。

―、工作躍転

力筑真貫微落宴爾券院 《仝目安全生庁寺項整治三年行

劫汁支1》 、交i量_退輸部等大部委 《美子深入維逍道路退輪安

全寺項整j会 ザ実か張道路遊倫安全静同盗管的通知》 (交通

友 〔脚2鱒 16号 )稗省斤 《夫予 J「 麦く全省国三及以下菅込柴

油貨牟邁路交通安奈降患 “清零"寺項行裁工作方案>的 通

失口》(晋公特え ∈2。 2鱒 ≦6号^)要 求,牢 回村立以人民力中心

釣友晨理念秦安全生産 “笙残"意沢ぅ按照市局党委統一部

署,対 2。 20年 国三_■ 1ス 下菅立ミ柴油貨年淘人工作斐行 “画

共看",各地政府黎夫部11沈 真落実主体責任、監督責任 ,

汗防已淘汰4初逹法_上 路、キ法菅i亀 ,全面消除道路交理安



全絶患,実現′清孝調林任券ラ晩保全市邁路交通安全形勢持

紋穐定。

二、鐘餃簸難

我局成立聰患
凛
清零"寺項工作寺班,負 責統一部署、

泌渭、指尋、督侵各撃光学‐住集中升晨全覆孟、元死角聰患

“清寡
ψ
寺現行計。十項行勁盤j市 政府冨1市長、局党委学t已 、

局長除占光拝任恙指拝,市春安局党委嘉1牟 t己 、政委募唄担

任常券喜1.こ オ

`拝

,市心安埼党委委員、交警大険大眺長美国

清、市公安局治安大桃大銭K潤 文保担任嘉1,こ 指拝。寺理由

交警、j合 安、法粂1、 同安、督茶等権夫部「可負責人俎咸,日

常工作裁市公安局交警大肌具体免責,亦公室没在交警大帆

率管所,工作中退奔:土券方面的蠅趣司宣接費事管所工作人

員詢同。

二、主要缶弁

2の 2の 年,我市按照二部委工作要求ラ共淘汰国三及以下

菅ミ柴油貨
=26∫

輌。Jこ 期省斤通辻杏安大数据じヒ対孵 1,

友現我市有 j了 転専存在渉嫌磐数上路行襲夕L褒 ,姪逍前期

多次排査軌蛯,我ヤ運」紫号 54薄 ,日 前述有 524両 率存在渉

嫌墾須上路イ1‐ ■lt壼 ,茫 饉1渉及玲建守、野ノ||、 神水三今減

出所以外鈎 iS十二虫所。

各オヨ夫汲農所要通遠鍾夕対上iA率 4両逍行逐率隻査,逐

条♭ヒ対、邁
=:41.■

′i書 立―卜
‐っ魂次井核実目前上述率輌真実

情呪 (ス失、折督.套解、範数未栓お上路、途期末扱慶上



「

路、|卜 法菅盆二等,ラ 部署升晨縫.も 専輔梓奎整治 “清零"イ1

所,券求兄人、見:率 tガ :牌 、見通、兄実体淘汰,仝面清除

巳淘汰牟上路行襲的安全峰患c

饉、二毎措施

《一》蛉挙繊畿令藁惨に一贔鵜血や。各派出所要根据市

局下支的通湾汰脅渉乗有イざ―横軌逍率輌信
`憩 明象,准魂杭理

聰患仝従条信・憩=充分立月集成指拝半合圏像信 `憩 ,通辻率

4西 登t已 釣基本l特イli竹 息,♭L対卒網軌変信 !な ,以 准晩晩袂卒

細身分。妥4■ |″ 参孝続鋳登通信息 (号
―
牌辞美、サ牌号4、

卒4西 晶牌、41転ごせ.顔 色、注肝登t已 日期、机功卒所有人、

事故信違、年)注 彙角Iけ費度 Iゴ 1文 江明、天夫逓明)、 菅込

姿格江、失オ|ヽ 落実等情覆,,倣至1底 数清楚、1司 題明晰,以 “一

率一継" “一人一秘"方式建立撼患率4再基砧合敗。

そヱシ心寿鴫t4鰺釉夕鑢魃笏九又事。各汲出所要落実包

片責任,属九」汲ま膚妥会調交警中乳俎咸小単元聰患 “清寒"

分眺,邊社愛、今立、多本:、 丹晨
に
以人我キ" “以卒我人"

工作。メ1‐ 韓′電:■摯 ,,すi^夕1手 "的 ,要版残追査率輌、人員 ,

対私自扱度折解的:要邊査FJ嵐 ,要対散
‐
期梓査出存在途麟

未栓詮上J卜 ゝ班1青 ■1'1皮 上路、仮牌套牌、♯法菅込等逍法

行力的,を行i■ ■:T壼 ,実叶預警迫踪,晋 密牲載査梵。

(重シにみ分健雄魔,残鱗屹贔籐階。対事F査 出的降篤、卒

輌要邊行分美:一―是猛晩ス軌」変信′認与率輌登泥特征信 `憩
一

致釣,春安ダI警一書
`11/J―

菫宴44薄未迷至せ張十1扱度期的要及針



快隻率輌1大 恣,井会同交理邁輸部11核査咳部分キ輌菅込逓

回1文情呪,磯筑♯法菅近率輌底数;二足対羽卜査出的途期末

栓お上路、範期未扱笈上路、倣牌套牌嫌疑的,公安交警部

日要布控、査オロ、封存ラ依法逐キ丈畳;三足姪碗汰軌班信

息-5‐ キ輌登t毛特征信息不一致的,要及叶核鋼聰患信息;四

是対以
に
ス失"原 因亦理注鋼登泥的,要逐一核査率輌的天

失江明,采集信′懇4率建鵜。

《⑮》斃牟靖陪唸け,鶉薇蝙文鵞隕。公安机美要対所有

聰患率輌,遂率町亦淘汰事宜サ仝程跛踪淘汰各不市。要+1

定井落実
に
目林任券清革、工作責任清単、整痰落実清単"

三清単,か張跛踪 |¬ 妓,4条4項対敗鋼号,対下友的所有

聰恙率輌要遷事物査率網ジヨ宿:迫踪牟輌軌変‐
t― 向,碗保聰

患キ柄依法妥手た五。苅率、牌、逓核鎖要倣至1清晰兄底 ,

扱慶印江准晩元装。鋼敗要倣至1仝程響痕,兄卒、兄ス失免

逓、兄折解、兄贅オト、見専主答字決可,碗保聰患率輌行率

軌述筵甕。核査猪東盾,交警大険要答字蓋章,E`も 至交警支

険,由 支換筑一|二 ′悠響存春査,核査工作要由寺班工作人員

答字背牟,写 出承青保江,倣至1人清、率清、去向清。

《贔》鯰賤恣∫
フ
つ毒作り綺姿惨作燻ell。 公安机美要向本鉄

政府主要領早及叶報告,釈板推劫交壇近輸、財政、商券等

部日か張合作,対淘汰工作蛯行 “回共看",邊一歩落実笑

ネト政策,及ぼξ公示洵汰率輌信′もり特別足対 2020年 已淘汰

率輌仁尚未朴僣到住鈎,妥推劫爽ネト資金lll速、足額友放到



率主手中。同計要秋板維劫建立場淘汰任券相匹配的 2021

年淘汰火ネト資金預算汁曳1,対 2021年 的淘汰工作尽早安欄卜,

提前部署,碗保淘汰工作樵歩乳実推辻。

(大》声に飩鶯覺け,レ鑢癸鰤哭m。 要倣実宣侍31尋二

作,明碗政策界限。要不4月
に
西微一科"等多渠道片た宣告

淘汰政策以及―iF法上路造成的聰恙和后果,オL実倣好正面典

搭宣侍31早 ,切実争取群人対聰患 “清塞"工作的理解利文

持。

M、 Lな財餃

《一》慟鰺軋毯R9軋咆釉骰。汗晨道路交通安全聰恙 “清

零"寺項行裁,是有妓預防和堆制事
‐
l‐A的重要挙措,各部淘

要高度重視,格聰患 “清寒"動作力当前消除春退道路交通

安全聰患、落実 “二寒"単位奄1建要求、保障人民群A出行

安全的主要任券未完成,精 Jむ 俎鉄,オし実推難聰患 “清零"

工作。

(二》明機綺犠 ,F饒蕩糀魃%。 各部日要迅速落実工作措施 ,

成立工作寺班,明魂責任分二。公安局長足道路交適安全及

聰患 “清塞"寺項行劫的第一責任人,分管治安、派出所的

高1局 K,交警」tB4大 険長足聰患 “清寒"寺項行劫的宣接責

任人,要牽共鐙象孤好降患 “清零"寺項工作,碗保工作落

如落実,打麟i:ゴ ニ及 tム 下菅ミ業油貨率道路交邁安全應患

“清寒"攻盤哉。

《輿》夢灘冬睾,Mはなり。要芦格落実六部委邁知精神 ,



把各項羽卜査整治工作倣実、微如,芦格按淘汰流程落実各項

工作措施,依法力柴油貨卒亦理注硝登泥,堅決杜先不兄扱

慶回1交通明、不兄ス失免逓杢点注鎖,数字注硝。我局粋筆

合全国 “両会"交通安全工作督早,対各派出所寺項行効情

汎汗晨明察暗労利督早栓査)対行功退後、工作不力的通扱

オ}ヒ坪。

(二)離轟雄範,瞼鐘θ逢錯。要芦格机行 “日報告、周ミ

オぽ 工作+1度 ,我局格対各所升晨工作情呪辻行周通扱羽卜銘。

各派出所要命1定工作邊度,高残推辻核査、兄人兄卒、対敗

鋼号等各不市工作。我局工作寺班杵対各所聰恙 “清零"エ

作邊行分須栓査、お1文 :こ 第,実核各地是否完成清寒任券。

対工作弁実、成妓明並的逃行表物,対工作不実、走形式、

走辻場,没有接叶完成聰患 “清寒"任券的斐行芦粛日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