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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讯

员 梁荣忠 江新月）

广州市公安局新闻

办公室2月10日下午6时通报： 2月4日

至10日春节期间， 为确保旅客安全舒

适返乡， 让市民度过平安祥和的新春

佳节， 广州警方周密部署、 全力以赴，

确保了春节期间广州社会治安大局稳

定。 据统计， 春节期间

（

2

月

4

日零时

至

2

月

10

日零时 ）

， 全市刑事、 治安案

件警情同比下降41．8%， 其中“两抢一

盗” 警情同比下降41．5%。

每天设置1000多个巡逻巡组

春节期间， 广州警方依托“六位

一体” 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基本

格局， 全市每天设置1000多个巡逻巡

组， 投入1.2万多名巡逻力量和1300多

名视频监控力量加强市内重点部位及

人流密集场所的定点守护和巡逻防控。

广州警方警航支队会同特警、 交警支

队在春节期间及节后返程高峰开展直

升机空中巡逻勤务； 特警支队及各区

分局加大应急巡防巡组和公安武警联

勤巡逻巡组警力投入， 全面提升街面

武装巡逻震慑力。 广州警方在迎春花

市安保活动及春节假期期间共抓获全

国在逃人员23人， 有力维护了春节期

间我市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围绕各大型群众节庆活动， 广州

警方专门制定了迎春花市等节庆活动

安保工作方案及应急工作预案， 严格

各类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审批监管， 对

各区2700多个传统花市档口、 越秀灯

会、 迎春花会庙会等30多场新春节庆

活动逐一落实风险评估， 逐一制定预

案， 提前落实活动场所及周边区域安

保工作措施。 春节期间， 全市共举办

万人以上大型活动4个共32场次， 全市

各大型活动现场及周边治安、 交通情

况正常。

全市无重大治安、 消防事故

春节期间， 广州警方强化隐患排

查整治， 全力防止安全事故发生。 联

合各级消防、 城管等职能部门， 以出

租屋、 “住改仓”、 专业批发市场等场

所部位为重点开展火灾隐患集中排查

整治行动;开展春节期间烟花爆竹销售

燃放专项整治工作， 打击非法运输、

储存、 销售、 燃放烟花爆竹违法行为。

春节期间， 全市无发生重大治安、 消

防事故。

此外， 广州警方切实加强全市道

路交通疏导和巡逻防控工作， 严防重

大事故。 对春运交通安保参战民警进

行再动员再部署， 特别是在道路返程

高峰期间， 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

作， 进一步排查道路交通安全的隐患，

严查酒驾、 毒驾、 “三超一疲劳” 等

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通过各类媒体、

App、 交警微博等平台发布安全提示和

实时交通信息， 全力做好交通疏导和

群众宣传工作。 春节期间， 我市各高

速公路、 交通主干道、 市区商圈周边

路段交通安全平稳， 全市接报交通警

情同比下降11．84%； 发生一般程序交

通事故同比下降42．86%。

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大幅下降

又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粤公

宣 ）

记者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今年春

节期间， 广东省公安机关按照省委、省

政府和公安部部署，日均投入近27万人

治安防控力量，全力以赴加强节日各项

安保维稳工作。

据悉，春节期间，全省各地公安机

关全面落实节前省公安厅部署的20项

强化服务措施。 全省公安机关共接报刑

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8.27%， 刑事警情

同比下降26.37%；全省共发生道路交通

事故同比下降19.35%，未发生一次死亡

3人以上的较大交通事故； 全省共举办

大型节庆活动266场（

其中万人以上规

模的

83

场

），各场活动均安全顺利举行。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

讯员 卓珮玮 杨斯乔）

昨日，记者从

广东省消防总队指挥中心了解到，2

月4日0时至2月10日10时，全省共发

生火灾738起， 与去年春节期间相

比，火灾起数下降35.2%。

春节期间， 省消防救援总队派

出8个检查组到各地督导检查，全省

各地消防部门同步开展消防检查，

对大型群众性活动场所、 烟花爆竹

储存销售燃放场所、公共娱乐场所、

社会福利机构等场所集中开展火灾

隐患排查整治， 加大错时监督检查

力度， 做好除夕夜等重点时段消防

“零点”夜查行动，及时消除隐患。

春节期间， 各地共派出检查组

2467个，检查单位8525家，发现和督

促整改火灾隐患9055处。 各级消防

部门在节日期间严格落实执勤战备

制度， 全面做好灭火救援和应急抢

险准备。 全省共设置临时消防执勤

点776个，投入现场执勤车913辆、执

勤警力4269人。 全省消防部门共参

加灭火和应急救援1397起， 营救和

疏散被困人员332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讯员 交宣 ）

2月10日， 记者从

广州市公安交警部门获悉， 2019

年春节期间

（年三十至年初六，

2

月

4

日至

10

日 ， 下同 ）

， 广州交警

围绕“保安全、 保畅通、 保服务”

工作目标， 深化与周边7市警务协

作机制， 加强出行宣传引导， 全

面启用“无人机+直升机” 巡航，

加大对高速公路巡查和疏导力度，

全力护航春运。

据统计，春节期间，全市交通

总警情同比下降 11.84%，市内重要

旅游景区、站场、商圈等重点道路

交通畅顺有序。

排查“营转非”车辆1147辆

据了解，广州交警多项措施全

力护航春运。 春节前夕，广州交警

排查“营转非”车辆累计达1147辆。

其中，3宗以上违法未处理车辆仅

剩10辆，违法处理率为99.13%。 重

点驾驶人逾期隐患存量为历史最

低水平。

广州交警强化7市交警协调联

动，并采取对向借道、封闭入口、主

线分流、立体诱导等措施，成功处

置 宗突发事故， 确保将拥堵消灭

在萌芽状态。

同时，全面启用“无人机+直升

机”巡航高速公路，强化空地一体

化联勤保障。

城区主干道处理一宗警情

平均只需11分35秒

今年，广州交警按照构建“智

慧新交管”思路，创新提出“125”战

略构想。 即一个中心：广州交警大

数据智慧中心， 全面运用大数据、

云计算等新技术，推动警务运作机

制的变革， 也是广州交通管理的

“心脏”； 两大平台：DG大数据平

台、交通指挥综合系统平台；五张

图勤务运行机制， 并按照战略构

想，升级改造完成广州交警智慧交

通指挥中心，利用物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等新科技，使各个系统数据

互融互通、智慧辅助作战，清晰展

现指挥调度、缉查布控、执法监管、

事故预防、便民利警、信号设施、智

慧路口七大应用场景，真正实现精

细化管理。 据统计，在高峰期间的

城区主干道上，从接警到一宗警情

到处理完毕平均只需要11分35秒，

相比2017年缩短了1分07秒， 而通

过系统智慧预警、 主动识别警情、

快速移开现场的情况，用时仅仅需

要5分钟。

此外，广州交警加大宣传教育

力度，全力打造温馨春运，还加强

与市交通部门的协调联动，通过微

博、微信、手机App、高德等发布平

台，加强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市民

错峰出行，发布绕行指引、 实时路

况等信息约60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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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警方圆满完成2019年春节假期安保工作

“两抢一盗”警情同比下降41.5%

广东消防紧盯高风险场所

全省火情下降 35.2%

广州交警创新智慧新警务，全力护航平安春运、高效春运、智慧春运、温馨春运

春节期间交通警情同比下降 11.84%

2月8日11时50分许， 广州交警高速三

大队越警官巡逻至广深高速K8路段时，

发现一辆小车停靠在应急车道。 正当民警

准备上前了解情况时， 小车三个车门同时

打开， 车上三人一起冲向民警。 其中一名

抱着婴儿的女子， 一边按着婴儿的人中，

一边着急地重复喊着一句话“我要马上到

医院去”。

时间就是生命， 越警官没有过问太

多， 除了让驾驶小车的男子留在车上之

外， 立即让另外2名女子抱着婴儿坐上警

车， 由警车临时充当救护车角色， 拉响警

笛， 一路疾驶朝最近的武警医院奔去。 在

救护途中， 越警官一边通过对讲机向大队

分控中心报告情况， 一边要求分控中心查

看沿途路况， 同时联系武警医院进入紧急

救助状态。 约10分钟后， 警车一路通畅到

达医院。

值得一提的是， 就在越警官将三人送

至医院并安顿好后， 发现焦急的家属将手

机遗落在警车上， 为了不耽误救治事宜，

越警官再次返回将手机送至家属手中。

对此， 小孩的父亲黄先生感叹并连声

表示感谢。 黄先生说， 自己跟母亲、 妻子

和小孩一家四口从增城出发回顺德老家，

路上小孩突然发高烧并已经呈现昏迷状

态。 自己本来打算停下车来向广州的亲戚

和拨打120求助。 没想到刚停下车警车就

来了。 真的非常感谢广州交警， 感谢交警

的及时救助。

【广州交警故事】

婴儿高速路上昏迷 交警10分钟快速送医

荨

春运期间交警护

航交通运行。

茛

获救婴儿的奶奶

要求与交警合影。

信息时报记者 梁钜聪

通讯员 交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