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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全国交通安全日

在记者采访中，不少市民
盼望相关部门能严加监管，相
关单位能严格按规定操作，气
温低于冰点时，请不要洒水洗
地。除了上述事故，昨天还有
车主提到，早上路过公园南路
时，看到路面湿滑明显，尽管
未下车确认是否已经结冰，但

立即紧绷神经，赶紧减速，小
心翼翼通过。

截至记者发稿时，尽管交
警部门尚未公布以上事故的
具体原因。希望有关部门及
早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故再
次发生。

文/图 本报记者李佳

周一早高峰连发交通事故
疑因路面结冰 科技六路堵车超一公里

安全文明出行是每年“12·
2”活动的永恒主题。昨天，西安
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通报了今年前11
个月为提升市民出行安全所采
取的措施。该负责人表示，希望
广大市民积极主动建言献策，共
建西安安全文明交通环境。

在智能交通方面，今年西
安交警智能交通系统有了质的
飞跃，全面打造西安交警“城市
大脑”指挥中心，建成视频联网
共享平台，新建、改造高清视频
806路，视频接入总量达到2.1
万路，体量是去年的10倍。引
入人工智能视频分析技术，59
处重点路口、路段交通事件主
动预警、发现率提升30%，准确
率达到95%，感知反应能力大
幅提升。

开展“缓堵保畅擂台赛”，
精细优化交通组织，先后对经
九路等42条新建道路、华清路
等10条改造道路，进行了交通
组织方案审核优化，特别是曲
江转盘改造后的交通组织优
化，受到公安部专家的高度肯
定，作为经典案例在全国推广，
为解决复杂路口交通组织，提
供了“西安样板”。

今年以来，西安交警为盘
活城市道路公共资源，共施划
禁停标线562公里，增设禁停标
志 900余面，更新收费公示牌
2000余面。规范占道施工管

理，严格执行新国标，修订道路
挖掘占用交通组织方案审核业
务管理办法，明确重点项目试
围挡制度，建立“黑名单”，挖占
周边交通配套设施和管理水平
位居全国前列。

道路交通安全是交通运输
企业的生命线，今年前11个月，
西安交警已3次召开交安委全
体成员单位会议，先后对国际
港务区、未央区、临潼区政府进
行了约谈提示。召开道路运输
企业警示约谈会4次，警示约谈
企业30家。强化后果追责，先
后对“7·3”等5起交通事故进行
了深度调查。积极配合省交安
委对灞桥“11·13”重大道路交
通事故开展深度调查，问责追
究18人，形成了有力震慑。

西安交警还深化“人机互
动、内外联动、合成作战”的集
成指挥平台实战应用，强化路
面风险立体防控。备案卡口联
网 1500处、联网视频 1万处。
交通肇事死亡逃逸案件侦破率
达到了91%，前11个月已终身
禁驾69人。同时，西安交警还
积极牵头建成农村地区警保合
作劝导站25处，排查整改事故
隐患路段14处，大力推进“千
灯万带”工程，建成信号灯 7
处、减速带75条，远郊县区交
通事故死亡人数同比减少 89
人，安全形势持续向好。

王路本报记者李佳

西安今年以来
69人被终身禁驾 12月2日，在第八个“全国

交通安全日”当天，西安交警各
大队以交通安全进校园为载
体，通过互动问答和趣味小游
戏的方式，为同学们送上交通
安全“大礼包”。

交警灞桥大队安监中队
交警前往纺织城小学富力分
校，以“守规则除隐患 安全文
明出行”为主题，进行交通安全
宣传。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
放宣传资料、讲解事故案例的
方式，宣讲交通安全知识，倡导
交通出行规则意识、法治意识
和文明意识，大力清除影响安
全出行的风险隐患，营造安全、
有序的交通环境。

交警长安大队交警走进天
兴海明威学校，开展了一次生
动丰富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
动。活动中，安监交警结合交
通事故案例，向全校1700余名

师生详细讲解了如何行走、骑
自行车和乘车等交通常识，并
发出“交通安全从我做起，小手
拉大手”的交通安全倡议。为
了使学生们更加深入直观地加
深认识，交警还开展了识图问
答、有奖竞猜和现场签名等互
动活动，让学生们熟知熟记交
通安全标志标线，进一步加深
交通安全意识，从小树立交通
出行规则意识、法治意识和文
明意识，教育中小学生自觉摒
弃交通陋习，做到安全文明出
行，从小养成良好的交通习惯。

交警新城大队交警走进
西安市实验小学。在晨会上，
全国第三届道德模范王振治警
官，为全体师生进行了交通安
全相关知识宣讲，旨在提高大
家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
力，保障和促进学生的健康成
长。 本报记者 李佳

交警进校园
送来交通安全“大礼包”

12月2日上午，在第八个
“全国交通安全日”到来之际，
周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组织警
力在县城八云塔广场、汽车站、
盈泰商砼公司和西街小学，开
展以“守规则除隐患 安全文明
出行”为主题的交通安全日宣
传活动。

活动中，周至公安交警通
过悬挂横幅、摆放事故案例展

板、发放安全知识手册、宣讲法
律法规等方式，引导广大群众
争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呼吁
大家从自身做起，从细节做起，
时刻将安全意识、法治意识、文
明意识根植于心，摒弃交通陋
习，安全文明出行，共同创建安
全、畅通、和谐、有序的道路交
通环境。

丁鹏首席记者葛兰

周至交警开展活动
宣传交通安全日

本报讯（首席记者 葛兰）为加强
和推进新时期健康传播工作，提升医疗
机构品牌建设能力，11月21日-23日，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湖南省卫生
健康委指导，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师
协会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南通大学附
属医院主办的首届健康中国创新传播
大会暨第六届中国医疗品牌建设大会
在湖南长沙举行。西安市儿童医院荣
获2019年度医疗互联网品牌影响力十
强（妇儿类医疗机构）。

全国互联网品牌影响力十强（妇
儿类医疗机构）是根据中国自媒体联
盟、健康界、清博指数对2019年医院官
方微信平台跟踪，对影响力进行综合排
名评选，西安市儿童医院微信公众号脱
颖而出，斩获殊荣。

近年来，西安市儿童医院顺应
“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潮流，结合医
院自身特点，把握新媒体信息传播特
点，有效整合宣传传播资源，构建集
院刊、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为一
体的医院新闻宣传工作平台，形成规
范完善的医院新闻宣传工作管理流
程。紧抓热点，大力推送原创、专业、
权威的科普宣教文章，受到了健康
报、西安市政府部门微信公众号“西
安发布”、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官方微
信公众号“西安卫生”及政府和多家
社会媒体的关注转载，受到了行业内
部和公众的高度好评。

据了解，西安市儿童医院将继续
提高医院新闻传播力、引导力、影响
力、公信力，紧紧围绕儿童健康主题、
医院的核心工作，充分发挥多种新闻
载体的作用，形成宣传合力，大力开展
对内、对外宣传工作，力求形式新颖、
内容丰富、发布及时、喜闻乐见，讲好
医院故事，努力推动医院新闻宣传工
作更上一层楼。

2019年度医疗
互联网品牌影响力十强

西安市儿童医院入选

本报讯（记者杨娜）12月1日，由
自然资源部宣传教育中心、海洋出版社
有限公司、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中国
海洋学会、中国太平洋学会等5家单位
联合主办的“陆海携手——海洋意识走
进中西部（陕西站）”公众宣教活动在西
安曲江海洋极地公园举行。

海洋出版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总经理丁磊在致开幕词时表
示，“陆海携手——海洋意识走进中
西部活动”是推进落实党和国家关于
提升全民海洋意识工作部署的务实
行动。我国是海洋大国，但国民海洋
意识普遍偏弱，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平
衡。开展一系列公众宣教活动，为深
厚的黄土文明注入蓝色的海洋梦，使
海洋意识深入人心，尤其是使中西部
地区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更新理念、树
立意识，将有助于加快海洋强国建设
的步伐。

本次活动以“提升海洋意识，珍爱
自然资源”为主题，旨在有效提升陕西
省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海洋意识。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自然资源部第
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
博士生导师余兴光，国家海洋信息中
心研究员、中国科协全国海洋学科首
席科学传播专家林宁颁发了活动宣讲
专家聘书，并分别向陕西照金北梁红
军小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等学校捐建了海洋
图书阅读角、海洋图书馆、数字海洋阅
读机，向曲江海洋极地公园捐赠了VR
海洋科普体验机。

陆海携手公众宣教
活动在西安启动

直到昨天中午，科技路上仍有积水

据天气预报，昨天西安最低气温零下3℃，恰逢“全
国交通安全日”，就在最需要关注交通安全的这天早高
峰，疑因地面结冰，科技六路接连发生多起事故，不禁让
人想起两年前的同一天，西二环开远门桥上因洒水结
冰，发生的38车连撞事故。

昨天 7时许，科技六路发
生多车相撞事故，车辆损毁较
严重。接到市民热线后，本报
记者多方核实，现场位于西三
环科技六路口以东。事发后交
警立即赶到现场处理，因事故
造成压车近1.1公里。尽管不
能确定事发直接原因，但现场
确实路面存在结冰现象。据了
解，多车连撞至少是两起事故，
其中一起事故中，私家车与公
交车发生了剐蹭；另一起事故

中，一辆豪车撞到了行道树上。
无独有偶，上午8点左右，

灞桥区浐河西路史家湾段发生
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电动车因
地面结冰滑倒，两辆轿车避让
不及相撞。记者从其中一辆私
家车的行车记录仪画面中看
到，行驶在其右前方的一辆电
动车突然滑倒，为规避风险，车
主立即向左打方向，没想到与
对向行驶的白色车辆相撞，所
幸没有人员受伤。

昨天中午，三秦都市报记
者打了一辆出租车回访现场。
沿西三环科技六路立交自西向
东行驶，下桥时，的哥陈师傅就
称：“你看这会儿，咱下桥还要
主动减速，今天早上这里都堵
实了，不到1.5公里的距离，早
上堵了20多分钟，眼看到了这
个大十字才顺畅起来。”

陈师傅说的大十字，正是

科技六路与鱼化一路路口，早
上的事故就发生在该路口与科
技六路和西三环之间路段。陈
师傅说：“我早上过来大概是7
点25分左右，虽说是周一早高
峰，可能比周内稍微堵得早一
点，但这个时间段，三环边上的
路段，怎样都不会堵车的，没想
到今早上堵实了。路面是湿
的，不知道是冲洗工地还是洒

水车洒水造成的。附近有围
挡，还有弯道，路况不佳，一旦
结冰更是险象环生。”

记者在科技六路与鱼化一
路路口看到，南北双向六车道，
还有非机动车道，东边路面相
对较宽，然而向西过了十字，路

面仅剩双向两车道，路北有大
型围挡占道。在十字西北角路
边，虽时至中午，路面仍有些许
积水。十字西南角一处消防栓
旁，地面有小坑洼，人行道和非
机动车道上，不但有积水，混浊
的泥水中还有冰碴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