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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线外环线今年共摄录车辆超速9671起

“鄂AX2492”出租车37天扣78分
“鄂AX2H86”41天扣78分
为减少城市快速路、高速路
上交通事故的发生， 今年来，交
管部门加大了对三环线、外环线
上车辆违法超速的摄录、查处力
度。 昨天，武汉市公安交管部门
公布2017年1至11月，三环线和
外环线违法超速排名前十名的
车辆名单 （名单见后），3辆小车
因违法超速13起排名榜单前三，
其中2辆为出租车，仅此项违法，
这3辆车就将分别面临扣78分、
罚款2600元的处罚。

交管部门大数据显示，2017年1至11
月， 在三环线和外环线上车辆违法超速排
名前十名的车辆中，车牌号为鄂AX2H86、
鄂AZD998和鄂AX2492这3辆机动车，因
超速均为13起，排名榜单前三。
其中， 鄂AX2H86为武汉华昌出租公
司的车辆， 从6月至11月短短半年时间，该
车在武汉各类违法高达31起，扣109分、罚
款5750元； 仅今年9月14日至10月25日41
天时间内， 在机场高速就超速达到13起之

多。 排名第二的鄂AZD998超速也达到13
起。
排名第三的鄂AX2492是武汉市天兴
出租公司的车辆， 这辆车从9月3日至10月
10日这37天时间，超速违法13起；从4月至
11月，该车有38条违法记录，扣118分、罚
款5400元。 车牌号为鄂ARN878的黑色长
城牌小型客车为市民李某的私家车， 在此
次违法超速排行榜中位于第4名。 该车从今
年的2月至11月有42条违法记录， 扣121

序号 超速起数

常见违法中超速排名第一

交管部门通过监控平台分析，在三环
线和外环线有5种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
排名第一的是小型机动车超速20%
以上未达到50%， 此违法以私家车居多，
从今年的1至11月，违法起数高达9416起
（超速50%以上的有255起）；
排名第二的是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
指示， 主要是机动车在行驶时压越导流
线，一般为车辆在上下高速匝道时压越导
流线而导致，今年来违法起数为1051起；

分、罚款高达6500元。
据介绍，目前，武汉市对车辆违法超速
行为主要采取高清电子监控及区间测速设
备自动抓拍。 交警分析发现，超速行为在时
间上多发生在车流量不大的平峰期间，主
要是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晚间的8点至12
点。昨天平峰时间的下午2点至2点30分，民
警通过监控看到， 机场二通道和三环线由
于车流量小， 短短30分钟就有近20辆机动
车因超速被摄录。

排名第三的是机动车非紧急情况下
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停车，违法起数为
707起；
排名第四的是机动车逆向行驶，违法
起数为625起；
排名第五的是机动车不按规定停车，
违法起数为579起。
交警提醒，目前，三环线、外环线和绕
城高速的监控视频及区间测速设备，已经
全覆盖，交管部门将加强对交通违法行为

的实时抓拍，并定期对违法排名前十的车
辆予以曝光。
此次排名第一的违法超速行为，是极
易引发恶劣交通事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的严重违法行为， 交警将采取多种方式，
对超速违法行为开展整治和严查严处。同
时， 对已被电子设备摄录的违法大户车
辆， 交管部门也已纳入智慧监管系列，将
督导、监管其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理。
记者梁爽 通讯员张振宇 付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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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所长整治消防隐患不讲情面

“最坯所长”逼出一家消防设施超牛企业
对于有的事情
他并不
“坯”

武汉人把“坯（pi)子”读成“胚(pei)子”，武汉话特指不
讲情面、不懂世故的人，甚至还有点“歪”。 蔡甸奓山街派
出所所长刘雄光，就被很多奓山人和一些企业喊做“刘坯
子”。 昨天，记者在该街道采访了解到，就因为刘雄光的
“坯”，居然逼出了一个消防设施超牛企业。

右图：刘雄光（中）到企业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说情者一律不得进入派出所
奓山街位于武汉西大门， 面积108平
方公里，是蔡甸区的经济开发区，各类企
业有845家，GDP占全区总量的2/3。
2014年7月，刘雄光上任奓山街派出
所所长不久，辖区内一厂房发生火灾。 刘
雄光带着民警走进喷漆车间，用起子撬开
彩钢板，发现失火厂房使用的彩钢板夹层
是厚度约为5厘米的泡沫替代专业的防火
材料。
通过对奓山所有企业的厂房走访，刘
雄光发现，由于历史原因，大约有200余
家企业的厂房使用的是这种耐火等级较
低的泡沫彩钢板。 一旦发生火灾，将会火

烧连营，损失不堪设想。 一场轰轰烈烈的
拉网式整改，在奓山数百家企业展开。 对
于企业来说，整改就意味着停产，还要投
入一大笔钱， 许多企业老板为减少损失，
不愿整改。
刘雄光至今记得，当时，前来说情的
企业老板络绎不绝， 电话每天都被打爆，
他们动用了很多关系， 希望能“网开一
面”，但刘雄光规定，派出所值勤民警守住
派出所大门，前来找他的说情者一律不得
入内， 他甚至将电话说情者拉入了黑名
单。 同时，他坚决查封了一家发生火灾的
厂家的一条生产线。

奓山街规模最大的企业星光集团也
被要求“彻底整改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
星光集团党委副书记唐业会昨天告诉记
者，粗略估算一下，当时，星光集团5个工
业园，有50多家企业入驻，如果全部整改，
至少得投资上千万元。
“我们是奓山街的明星企业，利税大
户，刘雄光多少得给点面子，没想到他态
度很坚决。 ”唐业会回忆，他们找了很多人
去说情，想少整改一点，但刘雄光说消防
隐患大于天，没有一点价钱可讲，不整改
就追究法律责任。“为此， 我们没少喊他
‘刘坯子’。 ”

关停亲戚有消防隐患的工厂
奓山街派出所教导员朱寿俭介绍，
星光集团是消防整治大户， 刘雄光没事
就往星光工业园里跑， 多次与企业主要
负责人沟通， 并组织集团人员观看火灾
视频。
“火灾主要以预防为主，等真正出了
事就晚了。 从长远来看，消防设施可以给
企业带来更多、更大的经济效益。 ”最终，
刘雄光和星光集团达成共识， 星光集团
投巨资建设消防设施， 彻底整改消防隐
患。

到2016年， 星光集团投资千万元的
消防整改基本完成，每个工业园都配备了
消防水池、消防栓等消防设施，重点区域
还安上了喷淋系统和水炮，并确保员工都
会操作，消防通道保持畅通，专门成立了
10个消防队，配备了2台消防车。 不仅确
保了星光工业园的消防安全，还对周边工
业园形成了强力支持。
唐业会庆幸而又自豪： 幸亏刘所长
“坯”，逼着建设消防设施，现在集团不仅
没有发生过火灾，而且还获得了很大的发

展机遇，完善的设施、规范的管理也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企业来投资，园区企业由原
来的50多家增加到90余家， 集团的厂房
基本全部出租，2016年实现生产总值36
亿，上交利税1.2亿。
今年初，奓山派出所对小型服装厂进
行了整治，一共关停了8家存在严重消防
隐患的小型服装厂，其中包括刘雄光亲戚
的厂子。 2014年，奓山所辖区火灾曾经一
年发生60起， 今年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
重大火灾，无人员伤亡。

作为派出所的所长，奓山街还流
传着很多刘雄光的“坯人坯事”。 一村
书记侄儿吸毒， 他想到跟刘雄光很
熟， 便去“搭白”：“罚点钱， 把伢放
了？ ”刘雄光不仅不答应，还给他普
法，吸毒害人害己，硬是劝书记把侄
儿送到派出所拘留了。 一些村湾的村
民发现家里有人吸毒，就偷偷给刘雄
光打电话，让他带人去抓。
近年，奓山实施村改股，农村户
口一下俏起来，一些人找到刘雄光走
后门，要求分户搭户获取利益，一个
亲戚提着一盒茶叶找到他， 要求分
户，这样就能多分几套房子。 亲戚送
的“茶叶”有点重量，他打开一看发现
全是现金，一把将“茶叶”塞了回去。
亲戚骂他“真坯，不讲人情”。
但对于特殊情况，刘雄光也并不
是都“坯”。 龙王村一青年出车祸去世
了，民警在处理该案件时发现，其母
亲李华花（化名）是四川人，户口不在
本地，且家里生活条件十分艰难。 刘
雄光了解这一情况后，多次安排民警
跟四川警方联系，帮忙把这位母亲的
户口补起来。 现在，李华花享受到相
关福利待遇， 家庭条件也得到了改
善。
蔡甸公安分局政治处副主任陈
利国这样评价：有人恨他，也有人爱
他，如今奓山街派出所被他带得风生
水起， 连续两年被评为蔡甸十佳单
位，他也很乐意享用“最坯所长”这个
称呼。
文图/记者万勤
实习生惠雪寻 通讯员陈利国 高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