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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实现智能化驾考

考官不再跟车上路，极大地方便了学员

□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见习记者 岑梓铧

“从学员到达考试场地至考试结

束，基本上可以实现一小时内搞定。 ”3

月 11 日，南海公安分局组织“今天我当

班”体验采访活动，邀请记者实地体验

“新驾考”。 经记者体验后发现，网上预

约、 人脸识别、 智能化考试系统的使

用，极大地方便了学员的报考和考试，

也使得成绩结果更加客观。 实现智能

化驾考后， 考场里的考官也都“不见

了”。

考场已实现智能化驾考

“现在，我们的考试科目均实现了

智能化，考官不再跟车上路了。 ”南海

公安分局交警大队车管所副所长黄智

荣介绍，自“科目三智能化考试系统”

正式启用后， 驾考科目均实现了智能

化，让学员的考试更加公平、公正，也

让成绩变得更加客观。

以科目三为例， 目前科目三的成

绩计算由系统打分及考官监控打分两

个部分组成。 系统评分占八十分，考官

监控评分占二十分， 系统打分将精确

到学员的行车情况， 而考官则会在考

试监控中心中， 对学员的行车动作规

范进行打分。

据悉，全科目实现智能化后，科目

二的考试通过率约为 55%，而科目三的

通过率则为 60%左右，虽然科目三通过

率较以往有所下降， 但学员若对成绩

产生异议， 便可通过监控回放进行核

查。 从事考官工作五年的南海公安分

局交警大队车管所高级考官麦金焯表

示道：“这一举措下来， 很大程度上减

少了考官与学员间的误会。 ”

网上预约省时又便利

除了智能化考试系统的运用，现在

的报考方式还采用了网上预约的形式，

大大减少了学员扎堆到场等候考试的

现象。“我们去年实现了驾考 100%网上

预约，考生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

务管理平台直接在网上预约考试时段，

带着身份证提前报到即可。”黄智荣说，

一般来说， 每位考生从候考到完成考

试，只需 1 小时左右。

顺利通过科目二考试后的蒲小姐

面露喜色， 迫不及待地分享自己内心

的喜悦。 她告诉记者：“我预约了下午

两点的考试时段，一点半到达考场后，

等待了大约半个小时就能开始考试

了，和预期相差并不大。 ”

此外， 记者还在学员待考区中发

现， 等候室内专门设置了储物保险箱，

方便学员在考试前提前存放好自己的

随身物品，以防丢失或影响考试。

科目三考官不再跟车上路

“我们每天早上8：30便会进入工作

状态， 直到晚上10：30才结束一天的工

作。 ”据介绍，考场每日约接待5万名报

考学员，其中，参与科目三考试的人一

天便约有370个， 为了能让更多的人尽

快完成考试，麦金焯表示，“考官会分两

班对学员的考试情况进行监控，中午吃

饭也是轮流去的。 ”另外，在科目三考

试的时候，考官不再跟车上路，而是为

每位考试的学员配备安全员，这一举措

不仅减少了学员内心的紧张，也确保了

学员的驾驶安全。 据悉，科目三专为考

试配备了31辆机动车，每辆机动车专配

1名安全员， 另外还有5名流动安全员，

时刻确保学员行车安全。

利用车主等红灯的间歇时间

南海公安铁骑队“ 快闪式”查酒驾

3 月 11 晚， 南海公安交警大队铁

骑队开展了一场“快闪式”查酒驾行动。

利用车主等红灯的间歇时间，快速查酒

驾。 这样即不妨碍车主正常通行，又顺

利开展了查酒驾行动， 可谓是一举两

得。

铁骑网格化流动查酒驾

据悉，当晚执行查酒驾行动的两个

地点均为南海区内车流通过量较大的

路段。 铁骑队到达现场后，迅速把摩托

车整齐排列在主干道最右侧车道上，集

合完毕后，在下一个红灯亮起时迅速开

展查酒驾行动。

据南海交警大队机动中队副中队

长吴福华介绍，铁骑队查酒驾是“网格

化”执行的，在主干道的四条机动车车

道上， 每车道安排一名队员做检测，两

名队员在前方警戒， 一名队员进行指

挥，他表示：“一次红灯下来，一般人均

能检测到 8 台车辆。 ”

“我非常支持这样的查酒驾方式，

这对市民的安全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保

障。”家住桂城的车主梁先生表示，他经

常出入南海大道海五路口，对于南海公

安开展的“快闪式”查酒驾行动，梁先生

更是点赞道，“应该多开展这类型的查

酒驾行动。 ”

深夜“快闪式”查酒驾

据悉，自今年 1 月份以来，铁骑队

坚持每周开展不少于 1 次的深夜“快闪

式”查酒驾行动，截至目前，已累计查处

酒后驾驶及醉酒驾驶事件 923 宗，其中

酒后驾驶 637 宗，醉酒驾驶 286 宗。

家住桂城的龙女士途径南海大道

海五路口时，便被正在执行查酒驾行动

的铁骑们所吸引，她说：“铁骑为市民的

出行安全提供了很大的保障，‘快闪式’

查酒驾也给我一种新鲜感。晚上大家都

下班娱乐了， 他们还坚守在岗位上，希

望他们也能多注意自身安全。 ”

另外，南海公安介绍，茶余饭后以

及凌晨时段为酒驾、醉驾出现频次的高

峰期。在遇到酒驾、醉驾行为时，南海公

安将严格按规执行。对于达到酒后驾驶

者， 将会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呼气测试，

并让其联系家属或代驾， 把车辆开离；

而对于达到醉酒驾车者，将对其进行抽

血检测，并按规执行相应处罚及措施。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见习记者 岑梓铧

法制课堂走进一线厂企

3 月13 日下午， 南海官窑派出

所应邀走进一汽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为该公司近百名重点岗位管理人员、

生产现场班长等上了一堂生动的法

制课。

平安南海大巡讲讲师、 官窑派

出所民警萧滔带来了涵盖防盗、 防

电信诈骗、 扫黑除恶、 禁毒等内容

的课程。 讲师针对园区近期盗窃案

件时有发生的状况， 结合实际案例

详细解读盗窃案的构成要件、 立案

标准、 处罚措施等法律知识， 并对

公司和个人防盗提出建议。

讲师萧滔对目前辖区内多发的

网络贷款、 淘宝刷单、 网上交友等

类型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进行分析，

深入讲述其中的诈骗手法和受害人

心理状态， 提醒员工们在上当受骗

后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尽量减少

损失。

信息时报记者 夏敏 通讯员黎力

巡逻治安队员

撑船救起落水女子

近日， 一女子因感情纠纷跳河，

危急时刻， 两名巡逻路过的治安队

员与现场群众及时施救， 将落水女

子成功救起并及时送往医院救治。

因救助及时， 女子身体并无大碍。

记者了解到， 3 月 11 日 17 时

45 分许， 群众鲍先生正在南海西基

桥附近河堤边钓鱼， 突然发现几十

米外的河面飘着一名女子。 意识到

有人落水的鲍先生马上拨打了 110

报警， 并跑到桥面上求助， 这时正

好南海丹灶大涡警务室的两名治安

队员林树暖、 陆永光巡逻经过。 了

解情况后， 治安队员马上跑向落水

者位置， 发现落水女子被困在河中

间。

林树暖、 陆永光见河道上有一

条河道打捞船， 便迅速直奔岸边，

跳到打捞船上， 抓起两根长竹竿当

船桨快速撑到了女子身边， 伸出竹

竿大喊“抓住， 快抓住”。 由于女子

已浸泡河里一段时间， 身体已出现

透支现象， 并没有抓住治安队员伸

过去的竹竿。 随后， 治安队员用竹

竿固定好船只， 两人伸手抓住女子

的衣服合力将其拉到了船上。 虚脱

的女子上船后一直趴在船板上， 到

岸边后， 女子已无一点力气， 接警

赶来的民警苏荣斌和医护人员赶紧

将女子搀扶到岸上的救护车并送医

院检查治疗。

经了解， 女子因感情纠纷于是

走进河中想轻生， 因淤泥太深， 体

力不支被困河中。 幸得当时附近的

群众、 治安队及时发现和帮助下逃

过一劫。 看到女子安全获救， 附近

围观的群众对民警和治安队员纷纷

鼓掌称赞。

信息时报记者 夏敏 通讯员 区志永

南海实现智能化驾考。 通讯员供图

南海公安铁骑队“快闪式”查酒驾。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