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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管部门启动停车秩序整治

治安监控探头可查违法停车
本报讯（记者 杨柳）昨天，北京青年报记者从
交管局获悉，为进一步净化本市静态交通环境，交
管部门自即日起至年底，在全市范围迅速启动停车
秩序整治集中攻坚，通过严格执法处罚、严密巡控
网络、定点维护疏导、强化拖车应用及积极宣传引
导等措施，改善停车秩序现状，实现舆情反映问题
显著下降，
全年处罚力度同比提升 20%。

禁停街和严管街严查违停
据了解，交管部门在全市以东城、西城为核心，
重点整治范围为禁停街及 150 条停车秩序严管街；
远郊城关地区主要大街；占压消防通道、便道、盲
道、出租车泊位及路口范围、护栏外、双排或垂直停
放等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影响通行或存在安全隐
患的违法停车行为；群众反映强烈，违法停车问题
突出的道路。行动中，交管部门将对重点区域、严

家庭主妇盗窃商家
监控拍下 8 小时抓获

重违法停车行为进行严格整治，特别是在设有禁停
标志、禁停标线的区域，一律按照违反禁止停车指
示标志、标线从严处罚，
处以罚款 100 元、记 3 分。

杜绝因停致堵及因停致乱
交管部门结合管界“禁停街”分布及违法规律
特点，各属地交通支队逐一成立专项整治小组，在
违法突出时段、点段开展针对性整治。结合“禁停
街”分布及违法规律特点，全面完善各类物防设施，
施划黄色禁停线、复划停车泊位，通过加装机非护
栏、便道桩等设施应用，消除违法停车空间。各交
通支、大队深入挖掘居民小区周边道路停车资源，
推进居民小区自治管理。配合交通委、街道办事处
等相关部门，利用边角地、施工用地、桥下空间等开
辟临时停车资源，见缝插针地增加停车资源供给，
缓解居住区周边停车供需矛盾。

全面对接治安摄像头

交管部门综合运用现场处罚、民警贴条、协
管员贴条及电视监控、移动车载、固定监测录入
等管理手段，强化违法停车管控力度，特别是围
绕已确定的“禁停街”和占压消防通道、便道、盲
道、出租车泊位及路口范围、护栏外、双排或垂直
停放等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影响通行或存在安
全隐患等违法停车行为开展集中攻坚，确保重点
区域和道路违法停车行为得到有效控制。
即日起，交管部门将加大监控巡检力度，在
积极对接公安分局派出所、属地政府等设有电视
监控设备的部门，最大限度接入交管部门视频系
统，增加设备数量的基础上，部署警力开展针对
性治理，拓展管控范围、延长管理时间，提升监控
设备对违法停车行为的抓拍录入，全面营造严管
声势氛围。

反恐处突车驻守火车站
可搭载多名突击队员和多种处突装备 具备处置突发事件性能

民警在清点赃物
家庭主妇称自己想贴补家用，想歪招一天两次
进入市场盗窃他人财物。昨日海淀警方通报，民警
通过视频监控系统 8 小时成功抓获这名女贼。目
前，姚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还
在进一步审理中。
1 月 21 日，温泉派出所先后接到两人报案，称
自己在太舟坞市场被盗窃。通过走访商户及周边
群众，民警发现被盗事者都比较缺乏防范意识，将
手机背包等贵重物品随意摆放，给了小偷可乘之
机。民警通过调看市场内监控探头 40 余个，发现
一名女子行迹非常可疑。
民警注意到女子上午进入太舟坞市场商圈内
市场买过菜后，直接从直通旁边小区的小门离开。
民警遂推断该女子应该就住在附近小区内。抓住
这一线索后，民警立即扩大监控调取范围，继续追
踪该女子行迹，并最终锁定了该女子的落脚地点。
民警于当日 22 时许，
将女嫌疑人姚某成功抓获。现
场起获两部手机及钱包一个，
现金 3820 元。
经审讯，姚某对其在太舟坞商圈内盗窃事主财
物的事实供认不讳。姚某交代，自己是家庭主妇，
没有正式工作，年末要回老家想要贴补些家用，看
到太舟坞市场商圈内很多商家及顾客都没有什么
防范意识，贵重物品随处摆放，很容易拿走，就动了
歪脑筋顺手牵羊。
文/本报记者 池海波

春节返乡方式多样化
拼驾回家成新选择
被誉为人类历史上的大迁移运动“春运”在 1
月 24 日拉开大幕，此后 40 天中国交通开启“春运
模式”。初步预计,春运期间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
到 29.1 亿人次,增长 3.6%。一票难求对于许多归
心似箭的人来说堪称煎熬。飞机、火车、高铁、汽车
等传统的返乡交通工具仍然难以完全满足民众回
家的迫切需求，面对“回家难”的问题，能够有更多
更便利的出行方式成为“返乡族”的心声。很多返
乡族开始期待新的可替代的出行方式，来缓解返乡
潮的压力。1 月 21 日，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
长王水平也表态，只要不以营利为目的，春运期间
互联网平台推出的“拼车回家”等类似服务也值得
鼓励。国内分时共享租车品牌宝驾租车就推出了
拼驾出行的方式，使有需求的返乡族更便捷、实惠
地回家。
记者登录宝驾租车平台发现，应用客户端的
启动界面出现了“春运专列，即将揭幕——就为
让你回家过年”的宣传页面。租车新业务为大众
春运返乡提供新的出行选择。据了解，目前除了
宝 驾 租 车 ，还 有 其 他 网 络 约 租 车 平 台 表 示 提 供
“春运拼车”服务，这意味着春节“回家的路”选择
越来越多。
文/赵明

门头沟启动迎新春
“送日历下乡”
活动

为全面加强当前反恐处突工作，保护铁路大动
脉的安全畅通和广大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北京铁
路警方昨日通报，警方为一线反恐实战单位配发的
防弹装甲和战术突击反恐专用处突车辆，已正式投
入使用。据悉，该批车辆由上级机关配发并交由特
警使用，
主要负责反恐处突任务。
1 月 26 日上午，北京铁路警方反恐处突车辆授
车仪式在北京西站举行。防弹装甲车和战术突击

车，配发给铁路公安机关首支反恐处突力量，北京
铁路公安处特警支队铁鹰突击队使用。
北京铁路公安局局长王旭章向特警队员强调，
面
对暴恐活动和突发事件，
作为一名特警突击队员，
要时
刻牢固树立危机意识、
底线意识和责任意识。
“愿你们
真正像臂章上的雄鹰一样勇猛，
利剑一样锋利，
闪电一
样快速，
做到果断出击，
有效处置。
”
王旭章说。
在现场记者看到多种制式反恐处突车辆整齐

今年以来 北京边检总站共办理非法出入境案件 24 起 27 人次

北京边检
“砺剑行动”严防暴恐分子潜入

本报讯（记者 杨柳）为维护口岸安全畅通，
严厉
打击非法出入境活动，
严密防范暴恐分子潜入潜出，
从 2016 年 1 月 1 日开始，
“砺剑行动”在北京边检总
站轰轰烈烈展开。这是北京边检总站建站以来开展
时间最长、
规模最大的打击非法出入境专项行动。
据统计，2016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27 日，北京边
检总站共办理非法出入境案件 24 起 27 人次。
众所周知，在当前国际国内反恐怖形势日益严
峻，
“巴黎暴恐案”
等恶性暴恐事件频发，
恐怖主义活
动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巨大威胁的背景下，不排

除个别恐怖分子可能使用非法出入境方式从口岸潜
入潜出，勾连策划实施暴力恐怖活动。为坚决筑牢
国门防护网，
北京边检总站开展了
“砺剑行动”
，
旨在
通过打击非法出入境专项行动，有效磨砺迅速提升
队伍查堵能力，
形成对暴恐分子、非法出入境人员的
高压态势，
切实织就北京口岸安全
“天网”
。
“砺剑行动”的工作重点是打击持用伪假出入
境证件、持用他人出入境证件、持用非法获取出入
境证件从北京口岸非法出入境活动，打击借道北京
口岸非法过境前往第三国的活动。

边检总站注重发现各类持用“问题”出入境证
件的“问题”人员蒙混过关。同时，加大了警力的覆
盖面，对重点航班旅客下机时、登机前加强登机口
巡查，提高发现或堵截能力。并严肃处理专项行动
期间的非法出入境案件，在法律规定的尺度范围
内，结合非法出入境案件具体情形，充分运用报列
不准入境、实施口岸边控、遣送出境、行政处罚及移
交侦办等多种处置手段，严格处理每一起非法出入
境案件，加大对非法出入境活动打击力度，对违法
人员形成高压震慑态势。

典型案例
案例一：
东南亚某国人非法居留务工案

案例二：
东南亚某国人协助他人非法过境案

案例三：
非洲某国人冒名顶替非法出境案

1 月 10 日，
北京边检总站在办理边检手续时，
发
现一名东南亚某国旅客在华非法居留 666 天。据交
代，当事人为前往我国打工，联系当地中介办理了
来华手续。
2013 年 8 月，
当事人从广州入境，
后转机来到北
京，
经中介介绍在北京打工。2014 年 3 月，
当事人所
持中国居留许可到期，此后一直未再办理居留延
期，在华非法居留至今。北京边检总站依法对其行
政拘留 15 日。

2016 年 1 月 15 日，北京边检总站在办理边检手
续时，发现东南亚 M 国一名旅客有冒名顶替嫌疑，
另一名同行人有引带嫌疑，遂对其进行审查。据当
事人交待，为前往欧洲发达国家打工，当事人通过
其哥哥联系引带人为其办理出国手续，并答应成功
后付引带人 4000 元（该国货币）。鉴于此，
总站依法
对协助人处以行政拘留 15 日的行政处罚；
对当事人
采取拘留审查措施，待通过驻华使馆核实身份补发
出入境证件后遣返出境。

2016 年 1 月 18 日，北京边检总站在办理出境手
续时，发现一名某非洲国家人所持出入境证件非本
人，系冒名顶替。当事人 2013 年 10 月 23 日持本人
真实有效的护照和中国签证从乌鲁木齐入境，原本
计划在新疆师范大学学习，因报到时间超期，学校
对其未予注册。当事人一直在乌鲁木齐非法居留，
此次出境为逃避边防检查，使用他人出入境证件，
意图蒙混出境。北京边检总站对其采取拘留审查
的强制行政措施，
相关调查工作正在开展。

酒驾闯关撞伤两人 肇事男子昨受审
因为酒后驾车，刘坤（化名）在路遇民警设卡盘
查时驾车强行闯卡，导致交管人员及群众受伤、警
车受损。刘坤逃逸后，竟开车去了某酒店睡觉，后
被警方抓获。昨日上午，刘坤因涉嫌妨害公务罪在
海淀法院受审。

接开过去碰到了保险杠，
保险杠飞过来撞伤了我。
”

司机认罪希望从轻处罚

男子酒后驾车 遇查车闯卡逃逸

本报讯（记者 王晓芸）昨天上午，迎新春“送日
历下乡”活动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镇水峪嘴村
启动。数百份精心制作的日历、台历、春联等“文化
年货”承载着节日祝福，送到了门头沟水峪嘴的村
民手中，
为山区基层群众过年增添了一大亮色。
据了解，门头沟区根据基层群众文化需求，在
春节来临之际开展了“文化春满园”下基层、贺新春
山乡戏曲汇演、群众文化大联欢等一系列文化活
动，将文化进万家落到实处，使山区百姓度过一个
欢乐祥和的
“文化年”
。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

地排列在广场西侧，车身黝黑锃亮，特别是防弹装
甲车无死角全车防弹，留有多方位射击孔口，可搭
载多名突击队员和多种处突装备。战术突击车具
备高层处置突发事件性能。
据悉，
春运期间，
北京四大火车站除有日常驻站特
警在车站开展安保工作外，
在客流最为集中的北京各
大客运火车站，
铁鹰突击队还将担当反恐处突任务。
文/本报记者 池海波 摄影/本报记者 汪震龙

31 岁的刘坤是黑龙江人，初中文化，案发前
在河北省廊坊一家金属制品加工有限公司任业务
经理。
2015 年 7 月 7 日 1 点，饮酒后的刘坤驾驶一辆
大众牌 CC 轿车，
行驶到海淀区学清路附近，
恰遇民
警夜查酒驾。为了躲避检查，刘坤选择了暴力闯
卡，还撞击了用于阻拦车辆的阻车杆，阻车杆撞到
交通协管员赵飞（化名）和市民张平（化名），导致赵
飞左胫腓骨下段粉碎性骨折，张平全身多处软组织
挫伤。
阻车杆同时还撞到停在路边的依维柯中型警
车右后方，致车辆受损。经鉴定，赵飞身体损伤程
度属轻伤一级。7 月 16 日，闯卡后逃逸的刘坤被公
安机关抓获归案。检方认为，刘坤以暴力方法阻碍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应当以妨害公务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撞伤者称当时司机并未停车
昨日上午10点，
刘坤被带进法庭，
该案的受害人
之一——交通协管员赵飞也拄着拐杖来到了法庭。
“我喝的啤酒，当时还算清醒吧。我稍微停了
下，然后就加速了。”法庭上，刘坤表示认罪。他说，
事发当天，
他和朋友一起吃饭，
后来载着两个网友经
过学清路。闯卡逃逸后，曾开车到回龙观的某酒店
睡觉，后来将车开到修理厂修理。听到刘坤说在闯
卡前有停顿，
受害人赵飞提出反驳：
“他没有停，
他直

据公诉机关宣读刘坤之前作出的供词显示，刘
坤在闯卡逃逸后，开车到回龙观的一家酒店睡觉，
之后，
又将车开到修理厂修理。
2015 年 7 月 16 日，刘坤被公安机关找到并抓
获归案。被撞伤的赵飞说，受伤后，自己公司帮助
垫付了 12 万元医药费。
“我愿意赔偿。
”
刘坤说，
自己
的家属可以出 3 至 4 万元赔偿。但赵飞表示，赔偿
数额过少。
“ 我不同意，最少 20 万元。因为公司给
我垫付医药费，
我给公司打了欠条。
”
检方表示，刘坤以暴力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应当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鉴于刘坤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
处罚。建议判处六个月至一年六个月有期徒刑。
“赔偿的数额是不是还能商量？不能从轻处
罚。”赵飞说。
“我认罪悔罪，希望对我从轻处罚。”刘
坤表示，由于家庭经济能力有限，无法赔偿被害人
要求的数额。
当日，
法庭未当庭宣判。
文/本报记者 孔德婧 摄影/李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