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说河南酒驾醉驾查处】

2011年5月1日醉驾入刑。
2011年5月1日至2018年5月1日全省交警部门共查处酒
驾违法犯罪行为405841起，其中醉酒驾驶77678起。一年
按照365天计算，每天全省159起酒驾被查处。
2017年全省共查处酒驾醉驾8.5万起。
2018年全省共查处酒驾醉驾8.36万起。
2019年全省共查处酒驾醉驾13.2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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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酒驾醉驾违法行为被查处

●司机酒驾连撞6辆路边车
今年1月31日6时许，在

三门峡市和平路与甘棠路交叉
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事故
现场号牌为豫A的黑色奔驰
就是肇事车辆，它连撞6辆路
边停放的车辆，现场十分惨烈。

民警对肇事司机进行呼气
式酒精检测，当时检测结果为
137mg/100ml。肇事司机已
超过了醉酒驾驶的基数标准，
随后民警将肇事司机送医院进
行抽血检测。该案件正在办理
过程中，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肇
事司机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醉酒后开车上高速回老家
3月5日22时30分许，省

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二支队在

京港澳高速郑州南三环站口查
获一酒驾男子。经了解，该男子
谢某在郑州居住，老家在长葛，
当晚喝过酒后接到家人电话，得
知家中有事需回去处理。其认
为疫情防控期间，不会有查酒
驾，就驾车上高速回家。

现场民警对谢某进行吹气
式酒精检测，检测值为88mg/
100ml，超过醉酒驾驶的临界
值 80mg/100ml。随后谢某
抽血进一步检测，结果显示为
260.46mg/100ml。目前，谢
某涉嫌危险驾驶罪被河南省公
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依法采取
强制措施。

●“玛莎拉蒂”司机酒驾肇事案
2019年7月3日22时42

分左右，谭某(女，23岁)醉酒后
驾驶越野车，行驶至永城市东
城区地税巷路段时，相继与路
边停放和正常行驶的多辆小型
轿车刮擦后逃逸，至东环路与
永兴街交叉口时，与王某驾驶
等待绿灯的一辆小型轿车追
尾，致使该车辆燃烧，造成2人
死亡、4人受伤。该事件最终
判决结果未出，但酒驾导致事
故发生的悲剧足以引起重视。

【解释】
为什么酒驾查处不完？

经常查酒驾，为何还这么
多？相关人士解释说，一方面
是因为近年来机动车、驾驶人
增长明显，全省机动车驾驶人
总量达2968万人，其中2019
年新增232万人，全省机动车
保有量达 2300 万辆，其中
2019年新增193万辆，也就是
说酒驾潜在的基数增长迅速。

不过，经过近年来的严格
查处，我省酒驾导致事故发生
的比重在下降。比如，2017年
酒驾酿成的事故起数占事故总
数的2.49%，2016年这个比重
为 4.28%，有明显的下降趋
势。2019年全省累计查处酒
驾13.2万起，同比上升82%，其
中查处醉驾2.9万起，同比上升

5.6%，但涉及酒醉驾的道路交
通事故下降43%，全省共发生
死亡3人以上交通事故21起，
同比下降46%；死亡5人以上
交通事故仅 1 起，同比下降
90%。

另一方面也说明司机酒后
开车的侥幸心理仍普遍存在，
记者曾跟随交警部门参与过多
次酒驾查处行动，行动中听民
警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查
得再严，罚得再狠，也从来没有
抓不到酒驾（司机）的时候。”

【声音】
关于酒驾原因他们这样说

究竟是何原因导致酒驾屡
禁不止呢?来听听多方的声音。

●被查司机：想着不会被查
黄先生曾因酒驾被查处，

驾驶证被暂扣，交警部门对他
做出扣12分、罚款的处罚。为
何酒驾？事后他说，当时就想
着自己不会被查。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有关人
士说，侥幸心理是大部分酒驾
司机抱有的心态。他们自认为
喝的酒不多，达不到酒驾标准；
或自认为掌握交警查酒驾的规
律，想和交警斗智斗勇；或自认
为酒量高，酒后清醒得很，开车
根本不是问题。

不过，也有酒驾司机属于
发酒疯，酒后失去理智逞能开
车。这类司机虽然少，但会造成
恶劣交通事故。

●交警：安全意识不到位
多名一线交警称，大部分

司机都知道酒醉驾的处罚严重
度，但具体到个人时又不考虑
酒醉驾的严重危害性，总是想
着怎么躲过交警的检查。这也
导致二次甚至多次酒驾被查处
现象的出现。

据交警部门统计，85%被
查酒驾者当时就表示“很后
悔”，其他人在酒醒后表示“再
也不喝酒开车了”。事后忏悔
得多，安全意识却没树立起来。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总队长
冯国文介绍，今年以来全国接
报的重大交通事故，半数以上
是涉酒驾驶引发的。酒后驾驶
是对自己、对家人、对社会的极
度不负责任，希望司机们牢固
树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
酒”的意识，坚决杜绝涉酒的悲
剧一次又一次上演。交警部门
也将继续加大查处力度，坚决
打击酒驾醉驾违法行为。

●专家：宣传、查处要深入人心
“醉驾入刑”“公务人员酒

驾‘双开’”“醉驾构成犯罪终身
禁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交通管理学院副教授马社强受
访时表示，在法律层面，对于酒
驾的惩处不可谓不重，但仍有
人去冒风险。原因有，个人在
参与社会生活中只注重权利意
识的培养，却忽视了应当承担
的社会义务和责任，具体到酒
驾就是对社会公众安全的漠
视，缺乏对规则意识的尊重。

他认为，公安机关严查严
处酒驾毋庸置疑，且还要继续
扩大覆盖面，让酒驾者犹如“过
街老鼠，人人喊打”，形成震
慑。同时，让“喝酒不开车”的
理念不仅深入到每个驾驶人心
中，而且扩散到家庭、社区、单
位等周围的关联者。

【探索】
举报酒驾醉驾有奖励

据了解，省外有地方开展
了创建“零酒驾”村居（社区）活
动，尝试从源头上减少酒驾、醉
驾的发生。

近日，洛阳为鼓励群众举
报酒驾、醉驾交通违法行为，交
警部门畅通举报渠道：发现酒
驾、醉驾可拨打110或辖区交
巡大队值班电话报警。相关举
报一经查实，举报人可获现金
奖励。群众举报的醉酒驾驶经
查证属实的，每案奖励举报人
现金500元，群众举报饮酒驾
驶经查证属实的，每案奖励举
报人现金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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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扫描二维码加好友
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公告

●洛阳吉青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
3MA3XE4BG06 )股东会决议，
即日起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
由壹仟万元减少至壹拾万元，

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本公司公告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

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新乡市红旗区海景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拟注销,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10702555715405R，
望债权人45日内到公司办理
相关手续。

信息窗口

●学历证医护证职称证建造消

防药师免科咨询66565839

家政服务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声明

●王克栋警官证丢失证号014595
声明作废。

●李芳（身份证号：4127011980
08271024）律师执业证（证号：

14101201711332662）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

●李超警官证丢失证号103168
声明作废。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遗失河南省建筑起重机械设

备备案证，设备产权备案编

号：豫备AAT13040229预备

AAT13040230声明作废。

●郑州航空港区鑫荣高记怀香

记餐馆营业执照副本92410
100MA460WKX4G遗失作废。

●河南纳杰商贸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91410103MA4
7UCFY0W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京沙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原公章（备案码41010400
56456）遗失，声明作废。

●刘喜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本遗失，注册号4102056
05048830声明作废。

●河南省万吉旅游汽车客运有

限公司豫AP0905(黄色)运输

证遗失，证号:豫交运管郑字

410101046844号声明作废。

●张晨，中国注册会计师印章丢

失，印章号410000720062，声
明作废。

●刘丹丹,郑房权证字第110103
2834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
此声明,如无异议,发证机关

将予以补发。

●季鹏飞遗失漯河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口腔医学专业专科毕

业证书，证书编号137801201
406005236，声明作废。

●编号为Q410027834,姓名吴

蔓莉，出生日期为2016年10
月31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抵押人:马蕾411224******21
002X，房屋他项权证号:110
3053095，房屋所有权证号:
1101041118，房屋坐落：惠

济区生产路16号院1号楼22层
294号。因本人不慎将房屋他

项权证丢失，特此声明。

●本人盖永岗身份证号130125
198208296516的河南建业恒

新置业有限公司N2车位1A06
3收据票号0993157、车位1A0
69收据票号0993156金额各27
000元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金水北区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朱柯颖（2006年7月29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G41069114
8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郑州一站广场有限公司3楼
B3020-3潮比我因个人原因

于2020.3.24日撤店请该店会

员及时办理手续15839538862

酒驾查得严了，为啥不见减少？
2019年，河南查处酒驾醉驾13.2万起 本报为您“揭秘”酒驾数量上升原因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邵可强 文 交警部门 供图

3月23日，省公安
厅交警总队、高速交警
总队均发布消息，未来
一个月，全省将严查酒
驾醉驾等严重交通违法
行为。

2011年5月1日起
醉驾入刑；2019年河南
每周至少查1次酒驾；
近 期 3 天 查 处 酒 驾
1464 人……据统计，
2019年全年我省查处
酒驾 13.2 万起，同比
2018年查处起数呈增
长趋势。酒驾经常查，
事故也不少，处罚还不
轻，为何还有这么多酒
后驾车行为呢？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采
访多方人士，进行解读。

交警在查酒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