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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韩建勇 陈君言 摄影报道

本报讯 4 ? 12 日上午， 国家会

展中心 （上海） 的海关工作人员正对几

部陆续进入查验场地的参展车辆实施查

验。 据上海海关介绍， 本届车展截至目

前， 已报关 454 批， 共 114 台境外参展

整车， 进口车辆货值超过 4109万美元。

图为上海海关对车辆开展查验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记者从上海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获悉，

近期， 交警总队加强与“第

三方安全监测平台” 合作，

进一步推动双方数据信息互

通共享， 实现了对“两客一

危” 车辆 （长途客车、 旅游

客车和危化品运输车） 的全

天候实时监控。 今年以来，

已经查处 10 起营运客车凌

晨 2时至 5时违法上高速和

15 起危化品车辆闯禁区的

案件。

据了解， “第三方安全

监测平台” 每日 24 小时通

过“系统 + 人工” 相结合

方式进行实时监测， 日常监

测内容主要有： 实施监测、

数据核实、 违规提示、 数据

统计等。 监测人员按照平台

报警操作流程， 对系统实时

自动报警数据人工轨迹数据

回放， 匹配报警指标， 实现

报警数据精准化。 同时对道

路运输车辆报警数据多层次

数据核实， 确保数据的准确

性， 判别车辆违规情况， 并

根据实时监测的报警情况及

通过系统对接直接推送到交

警系统， 或通过手机 APP、

短信、 电话等方式通知执法

人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制

止驾驶人违法违规行为。

“第三方安全监测平

台” 根据 GPS 对车辆行驶

轨迹进行监测， 超速、 疲劳

驾驶、 客运车夜间禁行时段

运营、 危险品车进入禁区、

非指定道口出入境、 土方车

转弯超速等都会被监测到。

这张通过 GPS 监控构成的

“网” 全天候实时监控“两

客一危” 车辆， 成为事故预

防的手段。 公安交警部门利

用这张“网” 陆续对营运客

车凌晨 2时至 5 时违法上高

速和危化品车辆闯禁区进行

处罚， 今年以来， 共查处

25起， 其中营运客车凌晨 2

时至 5时违法上高速 10 起、

危化品车辆闯禁区 15起。

除了对驾驶人的交通违

法行为进行处罚外， 按照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规定， 公安交警部门对所属

企业进行处罚， 今年以来已

累计处罚 11 家企业， 罚款

共计 55万元。

据悉， 公安交警部门将

进一步加强与“第三方安全

监测平台” 的合作， 对违法

线索进行及时审核， 对违法

行为进行严格查处， 有效推

进“两客一危” 车辆隐患治

理。 同时， 督促相关企业落

实主体责任， 特别是加强

GPS监控对危化品运输车动

态实施管理， 全面掌握车

辆运行情况， 及时发现和

提醒车辆超速行驶、 疲劳驾

驶、 改变运行线路等交通违

法行为， 最大程度上减少和

预防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发

生。

沪交警联手“第三方安全监测平台”

GPS全天候实时监控
已查处10起违法案件

改革“有力度” 服务“有温度”
———记徐敏创新服务工作室

第一届上海市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观主题微影视作品征集展示活动颁奖仪式举行

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更深入人心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今天是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 昨天上午， 第一届上

海市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观主题

微影视作品征集展示活动颁奖仪

式举行。 市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

记尹弘出席仪式并参观总体国家安

全观主题展。 他指出， 要深入学习

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总体国

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 提高全民防

范、 抵御安全风险的意识和本领，

扎实做好上海维护国家安全各项工

作， 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尹弘指出， 青少年正处在“拔

节孕穗期”， 要创新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方式， 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实

践， 更好引导青年学子热爱祖国、

热爱民族。 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 各类组织要承担

起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责任和基

本义务， 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更

加深入人心。 全市各地区、 各部

门、 各单位要坚持党的统一领导，

坚持底线思维、 增强忧患意识， 准

确把握前进道路上面临的各种风险

挑战， 下好先手棋， 打好主动仗，

确保城市安全、 社会安定、 人民安

宁。

据悉， 本次活动共收集到大学

生参赛作品 174 件， 包括微电影、

微动漫、 微公益广告、 沙画等多种

形式， 最终 6 部作品获优秀作品

奖。

记者了解到， 当天上午， 作为

分会场的徐家汇公园“小红楼” 旁

花园内同时举办了 2019 年全民国家

安全教育日宣展活动。 活动现场，

十块展板分别展示了国家安全形势

与敌情形势概述、 反间谍斗争形势

概述及案例、 当前反恐怖斗争形势及

案例、 网络安全形势概况及案例、 国

内政治安全形势概述及政治安全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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