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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交警开始周末上街严查

一旦发现酒驾、醉驾、毒驾等违法行为，当场抽取血样并快速鉴定
□大河报·客户端记者 董楠 通讯员 谢育健 李旋

阅读提示 | 记者从洛阳市交警支队获悉，5 月 25 日至 7 月 15 日期间每
个周末的夜间（每周五、六、日），全市交警部门将在城乡接合部、餐饮娱乐场
所周边道路、涉酒涉毒事故易发、多发点段，对酒驾、醉驾、毒驾等违法犯罪行
为进行严厉打击。据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夜查期间将异地用警，并
协调辖区卫生部门随警作战，一旦发现酒驾等违法行为，当场抽取血样并快
速鉴定。

不醉、
不晕、隔夜酒或都能查出酒驾

夜查酒驾男女司机都查，一女司机醉酒被处罚
案例一：2018 年 5 月 18 日 22 时许，
郭某伟，男，汝阳县陶营乡人，驾驶豫
D171QX 小型汽车行驶至文化路涧河
西路路口被汝阳交警大队民警拦下盘
查，经检测其体内血液酒精含量结果为
52.5mg/100ml，系未取得驾驶证、饮酒
后驾驶机动车。
案例二：2018 年 5 月 18 日零时 09
分，孙某飞驾驶牌号为豫 C678TX 的小
型普通客车行至洛宁县永宁大道与翔
梧路交叉口处，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被执勤民警当场查获，经检验其血液酒
精量为 66mg/100ml。
案例三：5 月 22 日晚，高新大队在
组织开展夜查行动中，对一女司机进行

酒精检测，发现其为饮酒后驾驶，体内
血液中酒精含量为 132mg/100ml。
据洛阳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进入 5 月以来，洛阳酒驾、醉驾等交
通违法行为增多，甚至有些女性也会饮
酒驾驶。
洛阳市交警支队高新交警大队大
队长袁卫华的一条朋友圈，则体现了洛
阳交警治理酒驾的决心，
“ 预防事故责
仼大，治理酒驾再加码。劝君酒后莫驾
车，为你为他为大家。血的教训要牢
记，事故诱因是酒驾。你若胆敢来挑
战，法律制裁无情面。洛阳交警高新大
队利用午间治理酒驾。辛苦我一人，幸
福千万家。”

医生或随警夜查，发现酒驾现场抽血取样
据洛阳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5 月 25 日至 7 月 15 日期间每个周
末的夜间，会组织开展酒驾、醉驾、毒驾
周末夜查的统一行动，具体夜查时间
为：5 月 25 日至 27 日，6 月 1 日至 3 日，6
月 8 日至 10 日，6 月 16 日至 18 日，6 月
22 日至 24 日，6 月 29 日至 7 月 1 日，7 月
6 日至 8 日，
7 月 13 日至 15 日。
该负责人称，本次夜查，将实行“3+
N”整治，即对酒驾、醉驾、毒驾违法犯罪
行为以外的其他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
罚。主要针对各辖区城乡接合部、餐饮
娱乐场所周边道路、涉酒涉毒事故易发
多发点段。查处的重点时段是晚 20 时
至次日 2 时，采取异地用警、交叉检查的
方式进行。

欢度金色童年

酒驾查处现场，将对酒驾醉驾嫌疑
人同步进行毒驾筛查。
“ 唾液检测结果
呈阳性的，要按照相关规定，立即通知
或移送禁毒、治安、刑侦等部门进行检
测认定。”
他说。
此外，事故大队还将协调金剑司法
鉴定中心在周末同步建立值班制度，各
大队可协调辖区卫生部门派出人员、车
辆、设备组成
“流动实验室”
随警作战，
需
要检验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的，当场提
取血样、当场登记封装，快速送检、快速
鉴定。对查处的违法犯罪行为，通过互
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公开公
示，并推送“信用中国”网，实施联合惩
戒。对党员、国家工作人员酒驾醉驾毒
驾违法犯罪行为，
通报纪检监察部门。

高速大队民警李伟夜查酒驾

谢育健 李旋 摄影

据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解释说，有些
司机自认为酒量不错，喝了少量酒后虽没
有出现头晕的情况同样会被认定为酒驾，
“酒驾与饮酒多少无关，如果达到相关酒
精检测标准，
依然会被认定为酒驾”。
有些司机会误认为隔夜酒不算酒驾，
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
“ 酒驾的判定标准
不是根据喝酒间隔的时间长短，而是根据
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标准判定的”。
洛阳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提醒广
大司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

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六个月
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一千元以上两千元以
下罚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
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十日以下拘
留，并处一千元以上两千元以下罚款，吊
销机动车驾驶证。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
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年内不得重新
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处十五日
拘留，并处五千元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
证，
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
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十年内不得重
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机动车驾
驶证后，
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
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
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
动车驾驶证，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
驶证。

中信保诚至兴：量化升级打造绝对收益
今年以来，A 股市场最大特征就是
“震荡市、大切换”。如何在震荡市保持稳
稳的收益，才是最为考验基金经理的真功
夫。据了解，正在发行的中信保诚至兴灵
活配置型基金，正是采用“量化+主动”的
投资策略打造的绝对收益思路产品，严控

风险和回撤。所谓 GARP 策略，简称为合
理成长策略，即以相对较低的价格买入具
有较高成长性的公司来获得稳定的超额
回报，注重投资标的质地及长期稳定增长
预期，
该策略的代表人物就是彼得林奇。

建信基金摘得
“英华奖”
三项大奖
5 月 24 日，第五届中国基金业英华奖
揭晓，建信基金捧得三项大奖。建信基金
固定收益投资部总经理李菁荣获“三年期
二级债最佳基金经理”奖和“五年期二级
债最佳基金经理”奖，建信基金金融工程
及指数投资部总经理助理叶乐天获得“三

年期量化投资最佳基金经理”
奖。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发布的《公募
基金 20 年基金公司旗下基金利润榜单》
显示，自建信基金成立以来，旗下基金产
品累计盈利 588.11 亿元，赚钱实力稳居行
业前列。

放飞红色梦想

涧西区实验小学迎六一活动精彩纷呈
在第 69 个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
涧西区实验小学近日在校园里举办了迎
六一系列活动。活动以“欢度金色童年放
飞红色梦想”为主题，分为新队员入队宣
誓仪式、表彰大会和文艺展演三部分。
近日，在迎六一校园艺术节暨“欢度
金色童年放飞红色梦想”主题活动中，李
媛媛副校长在致词中回顾了学校一年来
取得的成就，表达了对小朋友们节日的良
好祝愿。学校对一年来涌现出的优秀辅
导员、优秀教师、优秀家长、优秀少先队员

和优秀学生干部进行了表彰。
简短的庆典仪式结束后，师生献上一
道视觉盛宴——涧西区实验小学校园艺
术节文艺汇演。作为洛阳市唯一一所红
军小学，演出以红色传承为主题，合唱《红
军小学红军娃》
《瑶山夜歌》点燃了孩子们
心中的红色梦想。经典诵读《唐诗牡丹
赋》演绎了历史、传承了经典。管乐《康康
舞曲》、古筝《茉莉花》、舞蹈《蒲公英的远
行》体现着对红色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展
现了“立德树人”的德行教育成果。最抢

涧西区实验小学六一活动现场

眼的是校轮滑队带来的轮滑表演。飞舞
的彩旗，灵动的身姿赢得观众阵阵的掌
声。节目内容丰富多样，表现形式多姿多
彩，同学们激情四射，教师们倾情演绎，展
示了学校素质教育的成果。演出结束后，
党员老师与全体演员合影留念。
据悉，新队员入队宣誓仪式此前已在
校园成功举行，由家长亲手为孩子佩戴
上红领巾，共同分享并见证这激动人心
的时刻。
（曹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