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国道 107 线浉河区柳林段“12·24”
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2019 年 12 月 24 日上午 8 时 06 分许，浉河区柳林镇境

内 107 国道柳林老街路口发生一起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共造

成 4 人死亡、24 人受伤，一辆大型普通客车受损。直接经

济损失 560 万元。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的规定，2019

年 12 月 25 日，信阳市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市应急管理局、市

纪委监委、市总工会、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浉河区人

民政府等部门组成的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委托车辆技

术、公路检测鉴定机构对事故车辆和路段进行了检测鉴定，

并聘请了相关专家参与事故调查。

调查组按照事故“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

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检验鉴定、

调阅资料、调查取证和分析论证、询问相关人员等，查明了

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

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及

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建议，形成了事故

调查报告。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车辆情况

1.豫 SA2106 号大型普通客车。登记所有人：信阳市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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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速客运分公司，单位住址：信阳市汽

车站院内。车辆状态：正常。初次登记日期：2011 年 11 月

18 日，检验有效期至 2020 年 05 月 31 日。投保安邦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乘坐险为每位 80 万，三者险

100 万，保险有效期至 2020 年 10 月 29 日，使用性质：公

路客运，核载 47 座。

事故车辆豫 SA2106 号大型普通客车 2019 年 8 月 19 日

由信阳市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速客运分公司调拨给信

阳市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客运公司使用。车辆类型等

级为高一级，型号 ZK6107HA9。《道路运输证》证号为豫交

运管信字 411501000935 号，发证日期 2018 年 8 月 17 日，

2019 年 11 月 22 日年度审验合格，技术等级评为一级。经

营范围为省际班车客运、县内包车客运、县际包车客运、市

际包车客运、省际包车客运。该车经营信阳至汉口班线，《道

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证号为豫客运班许字 0258236

号，有效期自 2018 年 8 月 7 日至 2022 年 7 月 11 日，线路

标志牌编号 S0605。该车牌证齐全有效。

2.工程专项作业车抓木机。购买方：自然人张东，浉河

区五星乡平西村人。张东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购买该车，

车辆生产企业：山东肯石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产品名称：液

压挖掘机，产品型号：XN85-9X，出厂检验日期：2019 年 8

月 25 日，发动机号码：19034279，车辆识别代号：19086275。

根据《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规定，机动车登

记实行《公告》管理，并关联入机动车登记信息系统，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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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整车公告查询，张东驾驶

的工程专项作业车抓木机车型不在《公告》目录中，不能进

行机动车登记。

（二）驾驶人情况

1.豫 SA2106 号大型普通客车驾驶员：孙顺强，男，52

岁，汉族，户籍登记地址：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中山路弘运

小区 5 号楼 2 单元 1 楼 2 号，现住：浉河区中山路弘运小区，

机动车驾驶证档案编号：413000012090，准驾车型：A1A2，

初次领证：1993 年 02 月 15 日，AB 证，驾驶证有效期：2010

年 02 月 05 日至 2020 年 02 月 15 日。驾驶证状态：正常，

发证机关：河南省信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

从业资格证号：413001196802222012。对孙顺强近 5 年安全

驾驶信用情况查询显示：交通违法行为 4 起，已处理完毕。

2.工程专项作业车抓木机驾驶员：张东，男，43 岁，

汉族，户籍登记地址：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五星乡平西村三

组，居住地址：浉河区五星乡平西村三组，驾驶证档案编号：

413000146799，准驾车型：A2D，初次领证：2004 年 01 月

06 日，驾驶证有效期：2016 年 01 月 06 日至 2026 年 01 月

06 日，驾驶证状态：正常，发证机关：河南省信阳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对张东近 5 年安全驾驶信用情

况查询显示：交通违法行为 2 起，已处理完毕。

（三）事故路段情况

1.事发路段情况。事发地处于浉河区柳林镇境内 107

国道与柳林老街“T”字型路口。107 国道南北走向，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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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东西走向，位于 107 国道东侧，沿柳林老街南侧有一条

自西向东的泄洪沟（干枯），沟深 4.4 米，通过桥涵从 107

国道下穿过，该处 107 国道路东侧净区较小（<3 米），边

坡坡度较陡（<1:1），未设置波形梁钢护栏。距事发现场中

心垂直距离以南 17 米处，107 国道西半幅封闭，东半幅有

效通行路面 7.2 米。

事发路段为双向两车道，路面全宽 10 米，无道路中心

线，柳林老街路口宽 19.6 米，该平交口为“T”型交叉，交

叉角度大于 90 度。距该路口北端 20 米处在 107 国道上设置

有十字路口警告标志。事发时为雨雾天，道路潮湿。

2.国道 107 线信阳十里河至武胜关段大修工程相关情

况。2005 年 6 月 2 日河南省公路管理局《关于 G107 线信阳

十里河至武胜关段大修工程施工图设计的批复》（豫公路计

﹝2005﹞249 号）文件明确：一是路线走向及建设规模，北

起国道 312 线与国道 107 线交叉北 210 米，向南全部采用原

路，经浉河区的金牛山管理区、湖东开发区、东双河镇、柳

林镇、李家寨镇、鸡公山管理区河南省与湖北省的交界-武

胜关，全长 42.6 公里。二是主要技术标准，该工程采用二

级公路技术，计算行车速度 80 公里/小时，行车道按原有路

12-20 米。路面结构采用 26 厘米水泥混凝土+3 厘米细粒式

改性沥青混凝土；老路面板发生错台及沉陷严重的破碎板，

挖除后用与原路面等强的水泥混凝土处理；对原路面其他水

泥混凝土进行压浆处理，使其稳定；对原有中小桥桥面整修，

沿线排水设施及防护工程同步加高改造。三是该大修工程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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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预算 7000 万元。

3.事故发生路段有关情况说明。该起事故发生后，信阳

公路勘察设计院出具了《G107 国道柳林“12·24”交通事

故路段的设计说明》：

G107 国道“12·24”交通事故路段在 2005 年进行过一

次大修，公路等级为二级，双向二车道，设计速度 80km/h,

路基宽 15m，路面宽 12m，水泥混泥土路面。一公里范围内

主要技术指标均满足规范《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B01-2003）要求，具体情况如下：

主要技术指标 规范值 采用值

路基宽度 》12 m 15m

路面宽度 》10.5m 12m

圆曲线一般最小半径 》400m 500m

最大纵坡 《5% 2.934%

竖曲线一般最小半径 》3000m 3500m

2016 年项目路段进行了安全生命防护工程相关设计，

车辆由北向南行驶，距离“12·24”交通事故路段一公里范

围内设左侧波形梁钢护栏200m；标志4块；线形诱导标100m，

分道体 100m。事故点桩号 K1078+090 处为油房湾小桥，左

侧通村路之间仅有 22m 间距，按《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

范》（JTGD81-2006）P4 章 4.2 条表 4.2.1-2 路侧护栏最小

设置长度规定，二级公路波形梁钢护栏最小设置长度为

48m，故事故点未设置波形梁钢护栏。

2018 年 11 月 G107 柳林至豫鄂界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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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工，公路等级为一级，双向四车道，设计速度 80km/h,路

基宽 24.5m，路面宽 23m，沥青混凝土路面。“12·24”交

通事故发生时事故路段正在施工，施工单位为信阳市浉河区

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施工前方 500m 处设置有“前方施

工，减速慢行”等各类警告、警示标志，满足《公路交通安

全设施设计规范》（JTGD81-2006）要求。

结论：“12·24”交通事故发生路段技术标准满足《公

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01-2003）要求，安防措施及施工

安防保通措施满足《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JTGD81-2006）要求。

4.浉河区柳林境内国道 107 隐患排查整治情况。浉河区

境内 107 国道信南段拓宽改建工程施工以来，信阳交警支队

公路巡警大队在 2019 年 7 月份进行了全面排查。市交警支

队向市公路局发送信公交警﹝2019﹞82 号函件，要求督促

施工单位对施工区域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按照

有关行业标准规范设置警告标志、诱导标志及安全防护设

施，确保施工路段道路交通安全。

（四）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1.信阳市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信运集

团”）。位于信阳市浉河区人民路 4 号，法人代表为阮中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500176880304P ，现有职工近 3000

名，辖 23 个子公司、33 个分公司。

2.信阳市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客运公司（以下

简称“第三客运公司”）。事故车辆豫 SA2106 号大型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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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车所属单位，位于信阳市浉河区人民路 4 号，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11500876880161Q（1-1），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

公司分公司。现有职工 256 人，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豫信

411501000003-3。主要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业务，现有营

运客车 156 台，其中省际长途班车 42 台，市际客运班车 12

台，县际客运班车 61 台，公司负责人：黄国敏。

第三客运公司为信阳市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依法设

立的分公司，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

是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责任主体。有自主的人事调配权和财

务开支权，对本单位的生产经营、运输管理、劳动用工、车

辆调度、驾驶员管理、安全管理、治安保卫、消防稳定等工

作全面负责。依据信运集团《行车安全管理条例》第三条规

定，第三客运公司是安全生产的主体单位，直接承担安全生

产的主体责任。

因近年来道路客运遭遇断崖式下滑，客运企业经营十分

困难，为响应交通运输部加快转型升级、推进运游融合发展

的号召，2019 年 9 月 19 日，第三客运公司与武汉海宁皮革

城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开展武汉海宁皮革城购物旅游业

务。由第三客运公司负责组团及运输，购物旅游人员免票乘

车，武汉海宁皮革城有限公司根据参团人数向第三客运公司

补贴运费，并根据人数及购物消费实行阶梯式的年底返利补

贴和单车消费奖励。为了完成协议约定的人数任务，经过广

泛宣传，2019 年 12 月 24 日，第三客运公司部分职工及社

会人员组团乘坐豫 SA2106 客车前往武汉海宁皮革城购物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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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第三客运公司购物旅游业务，根据组团人数是否达到保

本最低人数决定，不定期开展。在信运集团汽车站停车场非

发车区发车，不进行售票，不需出站门检，乘坐人员实名登

记，没有办理包车票及包车手续。

3.浉河区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是事发路段改建施工

单 位 ， 成 立 于 2003 年 3 月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1502739063050C，法定代表人：彭涛，为浉河区公路管

理局全额出资的具有二级公路工程总承包资质的有限责任

公司，属国有企业，注册资本 5000 万，现有员工 94 人，各

类施工机械齐全。

作为国道 107 线柳林至豫鄂交界一级公路改建工程业

主委托单位，2018 年 12 月 1 日，信阳市公路管理局应项目

实施业主单位要求向信阳市交警支队申报了施工绕行的函

件(信公路工[2018]316 号)。根据工程施工的具体情况，申

报施工时间为：2018 年 12 月 7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市交警支队审批的时间为：2018 年 12 月 7 日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缩短了两个月施工工期。在审批的施工期限内没

有完成道路施工，如果工程立即停止，会对道路通行造成更

大的安全隐患。 2019 年 11 月 18 日，市公路管理局配合浉

河区、鸡公山管理区向市交警支队专门汇报了 G107 线柳林

林段施工延期问题，后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又专门书面致

函。截止事故发生时，信阳市交警支队没有进行施工延期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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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五）行车轨迹

2019 年 12 月 24 日 6 时许，自然人张东驾驶工程专项

作业车抓木机从十三里桥街上沿信应公路上 107 国道，后沿

107 国道往南，7 时 10 分许，行驶至 107 国道与柳林老街三

岔口位置停放等潘姓老板。8 时许跟随潘姓老板车辆，左转

柳林老街，于 8 时 06 分发生事故。孙顺强 12 月 24 日 7 时

许驾驶豫 SA2106 号大型普通客车从信运集团汽车站停车场

非发车区发车，车上 36 名乘客，行驶至平桥世纪广场上了

8 名乘客，因大雾高速封闭，改道沿南京大道-工区路-建设

路-河南路上 107 国道往汉口方向，行驶至事发地-107 国道

与柳林老街三岔口发生交通事故。

（六）检验鉴定情况

1.驾驶人体内酒精含量情况。事故发生后经对驾驶员孙

顺强、张东进行血液乙醇检测，信阳市公安局交通事故鉴定

所鉴定：未检出两名驾驶员血液中有乙醇成分。信阳市交警

支队事故处理大队对驾驶员孙顺强、张东毒检结果呈阴性。

2.车辆检验鉴定情况。信阳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事故处

理大队委托安徽中衡司法鉴定中心对豫 SA2106 号大型普通

客车的车速、制动性能（皖中衡司鉴[2019]痕迹鉴字第 9085

号）和张东驾驶的轮式抓木车的灯光性能进行鉴定（皖中衡

司鉴[2019]痕迹鉴字第 9086 号），委托河南圣德司法鉴定

中心对豫 SA2106 号大型普通客车与无号牌抓木机碰撞痕迹

鉴定（圣德司鉴中心[2019]痕鉴字第 7 号），鉴定结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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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发时豫 SA2106 号大型普通客车的车速为

67km/h-70km/h。

（2）豫 SA2106 号大型普通客车的制动性能符合国家标

准技术条件要求。

（3）张东驾驶的轮式抓木车的灯光性能符合国家标准

技术条件要求。

（4）豫 SA2106 号大型普通客车右侧与无号牌抓木机左

侧在行驶中发生刮擦，两车刮擦角度约为 43.9 度。

（七）天气情况

事故发生当日浉河区天气信息：2019 年 12 月 24 日大

雾，能见度小于 500 米，局部地区能见度小于 200 米，多云

有零星小雨，东北风 2 到 3 级，温度 4 到 9 度。

（八）勤务安排情况

事故区域属市交警支队公路巡警大队柳林中队管辖，该

中队管辖 107 国道宝石桥至武胜关，全长 40 余公里道路勤

务。柳林中队现有民警 4 人，职工 1 人，辅警 22 人。分两

个固定执勤点：柳林中队执勤点民警 2 人，辅警 10 人，实

行两班一运转；鸡公山公安检查站执勤点民警 2 人，职工 1

人，辅警 12 人，实行两班一运转。柳林中队除巡逻执勤外，

主要依托柳林中队、鸡公山公安检查站稽查布控系统开展工

作，实施对预警车辆的拦截处理，对重点违法车辆、违法行

为实施精准打击。

2019 年 12 月 24 日事故发生时，两个执勤点人员正在

执勤点开展早安排。2019 年 12 月 24 日 8 时 10 分，公路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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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大队柳林中队接指挥中心指令：107 国道柳林老街往南有

一车翻到沟里，指令出警，全体人员立即赶到事故现场，抢

救伤者，维护现场交通秩序。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9 年 12 月 24 日 8 时 06 分，孙顺强驾驶信阳市运输

集团有限公司豫 SA2106 号大型普通客车(核载 47 人，实载

45 人)沿 107 国道由北向南行驶至 1077KM+850M 处时（浉河

区柳林老街路口），超越前方左转弯张东驾驶的工程专项作

业车（抓木机）时发生刮擦，因大雾天路面湿滑，造成车辆

失控坠入道路东侧沟下，致使乘客李铁军和邓木怀两人当场

死亡，乘客陈耀明和汪霞危重伤（当日 16 时 30 分左右，2

人因伤势过重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另外 24 人受伤，车

辆受损。

（二）应急救援及善后处置情况

2019 年 12 月 24 日 8 时 10 分，信阳市交警支队公路巡

警大队柳林中队接指挥中心指令：107 国道柳林老街往南有

一车翻到沟里。8 时 15 分左右，信运集团副总经理潘军接

到公司安全技术部副主任李小涛报告，随后向集团公司总经

理张明尚报告，张明尚要求其与三客公司经理黄国敏联系并

立即赶赴事故现场。随后公安、消防、交警、医疗急救部门

和信运集团公司人员陆续抵达事故现场，立即警戒封闭，开

展伤者救援、控制车辆驾驶人、调查人员身份、现场勘查等

工作。现场共有 2 辆事故车辆，其中豫 SA2106 号客车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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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东侧沟下，车内乘客多人不同程度受伤，车内 2 名乘客

经确认已死亡。所有受伤人员立即被送往医院抢救，2 名罹

难者尸体被运至医院停尸房。

事故发生后，浉河区委副书记、区委办主任、区政法委

书记、常务副区长及时赶到事故现场，组织柳林乡政府、应

急管理、公安交警、交通运输等部门立即展开了应急救援处

置工作。12 月 24 日 10 时左右，事故现场勘查完毕恢复交

通。截止 12 月 29 日，4 名罹难人员赔偿事宜商定，全部火

化安葬；其它 24 名伤者均得到积极妥善救治。

三、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豫 SA2106 号大型普通客车驾驶员孙顺强驾驶机动车超

过路段标明速度（该路段限速 60 公里/小时），在前车左转

弯及通过路口时违法超车；工程专项作业车抓木机驾驶员张

东驾驶未经公安机关登记的机动车上道行驶，向左转弯时未

提前开启转向灯；两车发生刮擦，因大雾天路面湿滑，孙顺

强应急操作不当造成豫 SA2106 号大型普通客车失控坠入道

路东侧沟下，是该起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信阳市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客运公司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未落实。

（1）信阳市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客运公司未依

法履行包车审批程序，在未取得包车标志牌的情况下，豫

SA2106 大型普通客车承揽包车业务违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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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阳市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客运公司未严

格执行安全管理规定，对车辆监督管理不力，未按规定在车

辆发车前进行安全例检，未落实车辆动态监控管理规定。

（3）信阳市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客运公司对驾

驶人员安全意识和驾驶技能特别是应急处置方面的教育培

训不到位；豫 SA2106 大型普通客车部分乘客未系安全带，

加重了事故后果。

2.相关行政职能部门监管不到位。

（1）信阳市道路运输管理局未按规定依法履行道路运输

安全监管职责，其驻信阳汽车站监督室对第三客运公司违规

开展包车业务监督不到位，失察漏管。

（2）信阳市公安交警支队公路巡警大队未按规定严格依

法履行职责。对张东驾驶无牌照机动车上 G107 线行驶失察，

路面巡查管控和执法不严格，未能及时发现并处理事故车辆

的违法违规行为。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分析认定，国道 107 线浉河区柳林段“12·24”

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情况及建议

（一）司法机关已采取措施人员

孙顺强，男，豫 SA2106 号大型普通客车驾驶员。因涉

嫌交通肇事罪于 2020 年 1 月 7 日被信阳市交警支队事故处

理大队刑事拘留，2020 年 1 月 16 日被浉河区人民检察院批

准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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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议给予党纪、政务处分的责任人员

根据调查事实，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三

十八条
1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七条

2
等相关规定，责

成信阳市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 6 名责任人员给予党纪

和行政处分。

1.黄国敏，中共党员，信阳市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

三客运公司经理，负责公司全面工作。对公司安全生产监管

不到位，组织落实公司安全管理制度不力。对事故发生负重

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并责成信阳市运输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公司相关规章制度给予相应的行政处

分，处理结果抄报信阳市应急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

2.张立，中共党员，信阳市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

客运公司党支部书记，为事故车辆分片包干责任人，事故发

生时为该车乘客。作为公司管理人员，乘坐事故车辆时对事

故车辆超速行驶、违法超车及部分乘客未系安全带行为未提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三十八条:违纪行为有关责任人员的区分：（一）直接责任者，是指在其职

责范围内，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对造成的损失或者后果起决定性作用的党员或者党员领导

干部。（二）主要领导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直接主管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对

造成的损失或者后果负直接领导责任的党员领导干部。（三）重要领导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

应管的工作或者参与决定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损失或者后果负次要领导责任的党

员领导干部。本条例所称领导责任者，包括主要领导责任者和重要领导责任者。

2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七条 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

行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予以问责：（一）党的领导弱化，“四个意识”不强，“两个维护”不力，

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没有得到有效贯彻执行，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出现重大偏差和失误，给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失，

产生恶劣影响的；（九）履行管理、监督职责不力，职责范围内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

公共安全事件，或者发生其他严重事故、事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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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未制止，对事故车辆运营监督监管不力。对事故发生负

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处理结果抄送

信阳市应急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

3.乔彬，中共党员，信阳市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

客运公司分管公车办工作的副经理，负责公车管理。其负责

的事故车辆未经允许由车辆隐患排查顶替安全例检，车辆安

全例检落实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责成信阳市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按

照公司相关规章制度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处理结果抄报信

阳市应急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

4.马堃，中共党员，信阳市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

客运公司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副经理。驾驶员日常安全教育

培训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并责成信阳市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公司

相关规章制度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处理结果抄报信阳市应

急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

5.刘海平，中共党员，信阳市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

三客运公司分管行车的副经理，事故发生时为该车乘客并受

轻伤。作为公司管理人员，乘坐事故车辆时对事故车辆超速

行驶、违法超车及部分乘客未系安全带行为未提醒、未制止，

对事故车辆运营监督监管不力。对事故发生负主要领导责

任，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责成信阳市运输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按照公司相关规章制度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处

理结果抄报信阳市应急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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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子会，中共党员，信阳市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

三客运公司安全科科长。负责安全科及车辆监控工作，对车

辆的动态监管职责落实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直接责任，建

议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并责成信阳市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按照公司相关规章制度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处理结果抄报

信阳市应急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

根据调查事实，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三

十八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
1
、《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五条
2
、《中国共产党问责

条例》第七条等规定，建议对 4 名公职责任人员给予党纪政

务处分。

1.胡承海，中共党员，信阳市道路运输管理局驻信阳汽

车站监督室监督员，负有监督客运站和客运车辆运营行为的

职责。对信阳市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客运公司违规开

展包车业务监督不到位，失察漏管。对事故发生负直接责任，

建议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2.赵俊博，信阳市道路运输管理局驻信阳汽车站监督室

临时负责人，负有监督客运站和客运车辆运营行为的职责。

对信阳市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客运公司违规开展包

车业务监督不到位，失察漏管。对事故发生负领导责任，建

议给予政务警告处分。

1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记过、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

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一)不依法履行职责，致使可以避免的爆炸、火灾、传染病

传播流行、严重环境污染、严重人员伤亡等重大事故或者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二)发生重大事故、灾害、事

件或者重大刑事案件、治安案件，不按规定报告、处理的。
2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五条：处分的种类为:(一)警告;(二)记过;(三)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

职;(四)开除。其中，撤职处分适用于行政机关任命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https://baike.so.com/doc/630507-667291.html
https://baike.so.com/doc/1801578-19051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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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卫民，中共党员，信阳市交警支队公路巡警大队柳

林中队带班民警，负有事发路段路面巡查管控和执法职责。

未有效落实《公路巡逻民警队警务工作规范》（公安部令第

116 号）等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路面巡查管控和执法不严格、

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4.马岭，中共党员，信阳市交警支队公路巡警大队柳林

中队中队长，负有事发路段路面巡查管控和执法职责。未有

效落实《公路巡逻民警队警务工作规范》（公安部令第 116

号）等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在恶劣天气条件下路面巡查警务

安排不合理，路面巡查管控和执法不严格、不到位。对事故

发生负领导责任，建议给予政务警告处分。

（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和人员

1.信阳市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客运公司未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信阳市应

急管理局依照《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
1
的规定给予经

济处罚。

2.黄国敏，信阳市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客运公司

经理，负责公司全面工作。未有效履行《安全生产法》规定

的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企业未

按规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发生该起生产安全事故。建

1、《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

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二十万元以

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三）发生重大

事故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五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一千万元以上二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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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由信阳市应急管理局依照《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
1
的

规定给予经济处罚。

（四）其他处理建议

1.张东，工程专项作业车抓木机驾驶员。其驾驶无牌照

机动车上国道 107 线行驶，向左转弯未提前开启转向灯，违

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
2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五十七条
3
第一项之规定，建议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

法依规处理。

2.浉河区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事发路段道路改

建施工单位，未经公安机关同意因工程建设需要逾期占有、

挖掘道路，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二条
4
之规定，

建议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依规处理。

五、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

为深刻吸取国道 107 线浉河区柳林段“12·24”较大道

路交通事故教训，举一反三，严格落实事故预防重点措施，

全力确保我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建议采取以下整

1、《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

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

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三）发生重大

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的罚款；（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八十的

罚款。

2、《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 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

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

3、《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 机动车应当按照下列规定使用转向灯：（一）向左转弯、向

左变更车道、准备超车、驶离停车地点或者掉头时，应当提前开启左转向灯；

4、《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二条 因工程建设需要占用、挖掘道路，或者跨越、穿越道路架设、增设管

线设施，应当事先征得道路主管部门的同意；影响交通安全的，还应当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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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防范措施：

（一）进一步加强道路运输企业的安全管理，切实落实

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切实加强“两客一危”车辆安全

管理，选派技术状况良好的车辆和驾驶技术过硬、安全意识

强的驾驶员参加包车；要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加强对驾

驶员遇紧急情况应急避险操作的技能培训；要严格落实安全

例检，严格执行“三不进站、六不出站”规定，采取有效措

施防范失管车辆的出现；要加强动态监控管理，通过车载动

态监控系统严厉查纠车辆超员、超速、疲劳驾驶、强超强会、

违反凌晨 2-5 时禁行规定等违法行为；积极开展“安全带—

生命带”活动，车辆发班前不系安全带不准出站，要求司乘

人员督促乘客系好安全带。公安、交通等部门要借助常态化、

制度化联合执法平台，经常深入客运企业开展安全检查，督

促客运企业严格按照《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安

全生产，规范经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排查隐

患及时抄告，定期通报，落实行政管理措施，形成齐抓共管

合力。

（二）进一步全面排查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督促及时整

治。交警部门要对辖区内道路安全设施不全、隐患突出、交

叉路口、公路临水临崖、急弯陡坡、隧道桥梁、长下坡以及

道路施工等特殊路段进行常态化隐患排查，联合公路部门，

制定科学整治措施，及时提请政府，抄告路权部门，督促及

时整改，确保道路通行安全。对重大隐患问题要留有请示、

批复或纪要材料，通报主管部门。对短时间内无法彻底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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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段，要督促交通部门设立明显的警示标志，加强巡逻管

控，严防事故的发生。

（三）进一步强化道路交通路面执法。交警、交通部门

要进一步提高道路执勤执法履职能力，认真履行交通安全管

理工作职能和责任。以客运交通安全教育整治、涉牌涉证违

法行为集中整治等工作为切入点，对安全设施不全、隐患突

出、公路临水临崖、急弯陡坡、隧道桥梁、长下坡以及道路

施工等特殊路段加强路面巡逻密度，将测速、摄像、酒精检

测仪等执勤执法装备投入路面，紧紧把握重点时段、重点路

段、重点人群，切实加强道路交通秩序整治，严厉查处酒后

驾驶、超员、超速、超载、违法载人、涉牌涉证、不按规定

路线营运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强化协调配合，严格道路施

工审批管理，杜绝不审批或逾期审批进行道路施工的行为，

着力规范路面行车秩序，确保道路安全、畅通和有序。

国道 107 线浉河区柳林段“12·24”

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