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茂名市电白区“5·13”较大道路
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2019 年 5 月 13 日 20 时 36 分许，在 S281 线 0Km+70m 处

(电白区那霍镇惠多多超市门前东面路段)发生一起普通二

轮摩托车先后碰撞停放在路边的小型方向盘式拖拉机和轻

型自卸货车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事故造成普通二轮摩托车

上 3 人死亡（2 人当场死亡，1 人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直接经济损失约 159 万元。

事故发生后，茂名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市委书

记许志晖，市长袁古洁分别作出指示，要求做好伤员抢救和

善后工作，进一步调查事故原因，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进

行整治，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悲剧。市应急管理局收到事故

信息报告后，局党组书记、局长倪壁盛对事故调查提出要求：

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依法依规按程序做好事故

调查工作。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 493 号）的有关规定，2019 年 6 月 13 日茂名市人民政府

成立了电白区“5·13”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由茂名市

政府副秘书长扶国任组长，茂名市应急管理局党组书记、局

长倪壁盛任常务副组长，电白区政府、茂名市应急管理局、

市纪委监委、市公安交警支队等有关负责同志任副组长，成

员由茂名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交警）、市总工会、市

交通运输局、市教育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公路管理局、电



白区纪委监委、电白区应急管理局等有关单位人员组成。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

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深入开展事故调查工作，通

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检测鉴定、综合分析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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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

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

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车辆情况

1.粤 K6989M 普通二轮摩托车，车辆型号：五羊牌

WY125-6A，机动车所有人：吴某亮（死者吴某的父亲），住

址：茂名市电白区沙琅镇谭儒山尾村。车辆使用性质：非营

运。车身颜色：红。机动车状态：逾期未检验。初次登记日

期：2013 年 02 月 21 日，检验有效期至 2019 年 02 月 28 日。

经查询全国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和核查车辆档案，该

车近三年来有违法记录 5 条（已于 2017 年 10 月 23 日被电

白交警大队沙琅中队民警查处并在当天接受了处理），除该

起事故外，无其他事故情况记录。

经电白交警大队委托具备检验资质的茂名市电白南大

汽车维修中心检验鉴定车辆安全技术性能，结果为：制动合

格、转向无法认定、灯光无法认定。经电白交警大队委托具

备检验资质的广东中鼎司法鉴定中心对车速进行鉴定，鉴定

意见为：事发时粤 K6989M 普通二轮摩托车的车速为 72km/h。



2.粤 K820K0 轻型自卸货车，中文品牌：福田牌，车辆

型号：BJ3042V3PDB-B1，车辆识别代号：LVBV3PDB1CD110623，

机动车所有人：赖某雄，住址：茂名市电白区那霍镇东湖街。

车辆使用性质：营转非，总质量 4245kg，整备质量 2560kg，

核定载质量 1490kg，核定载客 3 人。出厂日期：2012 年 5

月 26 日，初次登记日期：2012 年 6 月 7 日(初始登记机关：

广西梧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检验有效期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强制报废期：2027 年 6 月 7 日。机动车状态：

正常，保险终止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经查询全国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和核查车辆档

案，该车近三年来没有违法记录。除该起事故外，无其他事

故情况记录。经电白交警大队委托具备检验资质的茂名市电

白南大汽车维修中心检验鉴定车辆安全技术性能，检验结果

为：制动合格、转向合格、灯光合格。

3.粤 09-30959 小型方向盘式拖拉机，车辆型号：工农

—16K，机动车所有人：蓝某武，住址：茂名市电白区沙琅

镇观青上官山村。机动车状态：逾期未检验。初次登记日期：

2010 年 03 月 18 日，初次登记机关：广东省茂名市农业局。

检验有效期至 2016 年 3 月。经查询全国公安交通管理综合

应用平台，该车除该起事故外，无其他事故情况记录。经电

白交警大队委托具备检验资质的茂名市电白南大汽车维修

中心检验鉴定车辆安全技术性能，检验结果为：制动合格、

转向合格、灯光合格。

经调查，该拖拉机是驾驶人苏某生在二手市场购买，已



和该拖拉机行车证上的所有人蓝某武签定了购买合同，现该

拖拉机实际使用人及支配人均是苏某生。平时苏某生驾驶该

拖拉机在那霍镇新塘附近帮群众拉货，工作完毕后将拖拉机

停放在自己家里，事发当晚临时停放在事发路段。

（二）事故车辆驾驶人情况

1.阮某林，男，汉族，15 岁，户籍住址：茂名市茂港区

羊角镇船民队 26 号（实际居住地为沙琅镇尚塘村委会石角

船民队），电白二中初一(6)班学生，粤 K6989M 普通二轮摩

托车驾驶人，事故中当场死亡。经查询全国公安交通管理综

合应用平台核查，阮某林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许可。除该

起事故外，无其他事故情况记录；经电白交警大队委托广东

中鼎司法鉴定中心对阮某林的血液进行酒精含量定量分析，

送检的阮某林血液中未含乙醇成分。经电白交警大队委托茂

名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阮某林的血液进行常见毒品成分

检验,检验意见为:未检见常见毒品成份。

2.李某富，男，汉族，36 岁，住址：茂名市电白区那霍

镇淡粉热水尾村 11 号。粤 K820K0 轻型自卸货车驾驶人，准

驾车型：B2，初次领证日期：2015 年 5 月 14 日，驾驶证有

效期限至 2025 年 5 月 14 日。当前状态：正常。经查询全国

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和核查驾驶员档案，李某富近三

年来没有违法信息记录。除该起事故外，无其他事故情况记

录。

3.苏某生，男，汉族，43 岁，住址：茂名市电白区那霍

镇新圹堡边村。粤 09-30959 小型方向盘式拖拉机驾驶人，



准驾车型：G2，初次领证日期：2019 年 2 月 28 日，驾驶证

有效期限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经查询全国公安交通管理综

合应用平台，苏某生近三年来无违法信息记录，除该起事故

外，无其他事故情况记录。

（三）事故路段情况

1.事故现场道路情况。事故现场位于茂名市电白区那霍

镇省道 281 线 0km+70m 处,四级公路，道路呈东西走向，东

往阳春方向，西往电白区水东方向。水泥路面，路宽 10.70

米，路面完好、干燥，道路中间没有分隔带，有道路中心线，

道路两侧有机非分隔线,事故现场路段限速 30 km/h。

2.事故现场道路交通安全设施情况。事故现场往西 S281

线 1Km+500m 处有限速 30 公里标志和村庄路段标志；事故现

场往西 S281 线 0Km+200m 处有斑马线，菱形标志；事故现场

往东 S281 线与 S113 线交汇处往阳春方向 50 米处有解除限

速 30 公里标志。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前相关情况

1.粤 K6989M 普通二轮摩托车

事发当日中午，吴某在家中用工具拆开其父亲的粤

K6989M 普通二轮摩托车车锁后，将该车推到“花兰仔国雄摩

托车修理店”进行换锁，之后驾驶该车往沙琅镇方向行驶；

19 时左右，吴某驾驶该车搭乘毛某、阮某林在沙琅镇尚塘小

学门口停留，稍后驾驶该车往石角方向行驶。

2.粤 K820K0 轻型自卸货车



李某富 2019 年 3 月份开始受赖某雄雇用驾驶粤 K820K0

轻型自卸货车，每天上午 7 时 30 分分别到那霍镇的东山、

新村、马路、淡粉四个村委会中的两个村委员会回收生活垃

圾，约晚上 18 时 30 分收工将车开回到自己家附近的池塘边

停放；在事发前大约 10 多天，车主赖某雄为了便于监督管

理自己的车辆，要求李某富在每天工作结束后将粤 K820K0

轻型自卸货车停放在自己家对面（事发路段）；在事发当日

早上 7 时 30 分，李某富驾驶粤 K820K0 轻型自卸货车从事发

路段出发，先后到那霍镇的淡粉、东山村委会回收生活垃圾，

下午 18 时工作完毕后，将车驶回到事发路段停放，然后自

行回家。

3.粤 09-30959 小型方向盘式拖拉机

事发当日 17 时 30 分，苏某生驾驶粤 09-30959 小型方

向盘式拖拉机从三渡拉木材到水石，卸货后驾驶车辆回家；

晚上 20 时 14 分途经那霍镇圩，临时将拖拉机停放在事发路

段，然后步行到附近小街用餐。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19 年 5 月 13 日 20 时 36 分许， 阮某林无证驾驶粤

K6989M 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并搭乘毛某、吴某由西往东行至

S281 线 0Km+70m 处，因超速（限速 30km/h,实测车速 72km/h,

超速 140%）且采取措施不当碰擦到同方向停放在右侧路边的

粤 09-30959 号方向盘式拖拉机，之后普通二轮摩托车失控

正面碰撞同方向停放在右侧路边的粤 K820K0 号轻型自卸货

车尾部，普通二轮摩托车上的阮某林、毛某两人当场死亡，



吴某受重伤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普通二轮摩托车损坏。

（三）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1.事故接报及响应情况。5 月 13 日 20 时 45 分许，电白

交警大队沙琅中队值班室接到茂名市公安局电白分局指挥

中心 110 转来警情：在省道 281 线那霍镇路段发生一宗普通

二轮摩托车碰撞农用车事故，事故中有人员伤亡，要求出警

处置。接报后，电白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沙琅中队民警迅速

赶赴现场，20 时 55 分许到达事故现场，马上开展事故现场

防护、协调那霍卫生院组织骨干力量抢救受伤人员、交通管

制、疏导交通等工作，同时迅速逐级上报事故情况。

2.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21 时 30 分许，电白区公安

分局交警大队值班领导、交管中队事故处理值班民警到达现

场开展事故现场勘查及调查工作。21 时 35 分许，茂名市公

安局副局长、电白区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龙木兴，茂名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副支队长叶远强，电白区应急管理、公安

交警、派出所等部门领导和那霍、沙琅两镇书记、镇长、分

管安全的镇领导先后到达事故现场，指导和协调事故现场处

置、现场勘查、事故调查及善后维稳工作。23 时 50 分许，

事故现场处置完毕。接着, 电白区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

龙木兴立即组织有关单位在那霍镇政府召开现场分析会，会

上通报了事故基本情况，分析原因，要求各单位认真吸取事

故教训，切实做好事故处理、善后维稳和舆情应对工作，落

实各项工作措施，并部署下一阶段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坚决

遏制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3.善后处理情况。为了及时妥善处理好事故，电白区公

安分局交警大队成立了“5·13”道路交通事故专案组，及

时做好死者家属的安抚及维稳工作，死者亲属已于 6 月 21

日办理尸体火化手续，家属情绪稳定。

4.应急处置评估。茂名市、电白区两级党委、政府及时

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组织公安交警、卫生健康、应急管理等

部门开展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现场救援处置措施得当，信息

发布及时，善后工作有序，在事故现场应急处置过程中没有

发生交通拥堵、没有发生二次事故。

三、事故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共造成 3 人死亡（2 人当场死亡，1 人经医院抢救

无效死亡）、粤 K6989M 普通二轮摩托车损坏，直接经济损失

约 159 万元。

死亡人员情况（略）

四、事故发生的原因及性质

（一）事故原因

阮某林无证、超速（超速 140%）、超员（超 50%）、不戴

安全头盔、不按照操作规范驾驶逾期未检验的粤 K6989M 号

普通二轮摩托车上道路行驶。

（二）事故性质

阮某林驾驶粤 K6989M 号普通二轮摩托车行驶至事发地

点，先后碰撞粤 09-30959 号方向盘式拖拉机、粤 K820K0 号

轻型自卸货车，发生事故。事故发生时，粤 K820K0 轻型自

卸货车当天的经营运输工作已经结束，是静止停放在道路边；



粤 09-30959 小型方向盘式拖拉机也是结束了当天的运输工

作，临时停放在道路边。

经综合分析，事故调查组认定该起事故为一起非生产经

营性的道路交通安全责任事故。

五、存在的问题以及有关单位履职情况

(一)苏某生驾驶逾期未检验粤 09-30959 小型方向盘式

拖拉机和李某富驾驶粤 K820K0 轻型自卸货车在事发路段不

按规定停车，反映出苏某生、李某富的交通法律法规意识淡

薄。

(二)电白区沙琅镇谭儒村委会（死者吴某所在村委会）。

该村委会按照规定建立劝导站（配备了站长 1 名、副站长 1

名、劝导员 2 名）；建立了制度，明确工作职责；有对辖区

内机动车、驾驶人情况进行排查登记建档，也对辖区内无牌

的机动车进行排查登记建档；建立了开展交通安全劝导的相

关工作台账，能按照规定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及交通安全

劝导活动。按照上级要求登录“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信息

系统”录入村内机动车、驾驶人、道路、宣传教育等工作情

况；劝导员能按照规定安装“农交安”手机 APP，并按时签

到和录入劝导工作日志。经调查，5 月 3 日，村委会劝导员

对吴某的父亲吴某亮进行过交通安全劝导和情况通报，告知

其儿子吴某经常无证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而且车速很快等

情况，并要求吴某亮一定要加强对吴某的教育和管理。但是

该劝导站没有将提醒、教育辖区里经常无证驾驶机动车等重

点管理人员的情况进行规范建档、没有及时将村民无证驾驶、



超员、无号牌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情况报告给镇交管办或

交警中队。

（三）电白区沙琅镇尚塘村委会（死者阮某林、毛某所

在村委会）。该村按照规定建立了劝导站（配备了站长 1 名、

副站长 1 名、劝导员 2 名），也建立了制度，明确工作职责，

并有对辖区内机动车、驾驶人进行排查登记建档，能按照规

定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及交通安全劝导活动。按照上级要

求登录“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信息系统”录入村内机动车、

驾驶人、道路、宣传教育等工作情况；劝导员能按照规定安

装“农交安”手机 APP，并按时签到和录入劝导工作日志。

经调查，没有发现阮某林、毛某平时在该村委会路口驾驶摩

托车出入。

（四）电白区沙琅镇人民政府。该镇建立了由镇政府领

导任组长、各有关部门为成员的镇级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

会议领导机构，通过定期组织召开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

议，研判辖区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状况，通过农村“两站两员”

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和交通安全劝导工作；已从镇政府现

有人员中安排 5 名专职或兼职交通安全员，负责辖区道路交

通安全工作的协调、情况信息收集、研究、上报等工作；推

进农村“两站两员”建设，定期汇总更新辖区内的机动车辆、

驾驶人员信息，并对劝导工作进行了指导。但该镇没有根据

镇领导分工变化等情况及时发文调整镇级道路交通安全工

作联席会议领导机构；未建立健全由公安、交通运输、农机

等部门参与的农村道路交通联合执法机制；镇交管办对村



（居）委会劝导站的管理工作情况督导检查不够细致深入，

对劝导站平时在劝导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不了解。

（五）电白区那霍镇人民政府。该镇建立了镇政府领导

任组长、各有关部门为成员的镇级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

议领导机构，通过定期组织召开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

研判辖区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状况，通过农村“两站两员”开

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和劝导工作；已从镇政府现有人员中安

排 2 名专职或兼职交通安全员，负责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的协调、情况信息收集、研究、上报等工作；推进农村“两

站两员”建设，定期汇总更新辖区内的机动车辆、驾驶人员

信息。但该镇疏于对村（居）委会劝导站的管理工作情况进

行检查和督导；未建立健全由公安、交通运输、农机等部门

参与的农村道路交通联合执法机制；镇交管办有发通知督促

各村（居）委会落实排查整治乡道交通安全隐患工作并要求

上报排查整治情况，但未组织公路管理、交警等部门定期排

查整治辖区乡道交通安全隐患问题。其中，镇交管办交通安

全员赖某雄未认真组织开展交通安全隐患排查，对辖区内村

（居）委会劝导站的工作疏于检查督促，为了方便管理车辆

而要求司机工作结束后将粤 K820K0 轻型自卸货车停放在事

发路段，致使事发路段存在交通安全隐患。

（六）茂名市公安局电白分局交警大队沙琅中队。目前

沙琅中队有 4 名民警，管辖沙琅、黄岭、罗坑、那霍四个镇，

道路里程 325 公里（其中省道 41 公里、县道 54 公里、乡道

230 公里）。该中队基本按照有关工作要求，开展辖区内路面



巡逻管控工作，查处辖区内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指导辖区

内各有关镇街和村委会开展农村“两站两员”建设工作，定

期汇总更新辖区内的机动车辆、驾驶人员信息，并对劝导工

作进行了指导，开展辖区内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开展辖区内的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该中队于事发前

的 2019 年 5 月 11 日晚（星期六）在联合执法行动中依法分

别对事故当事人阮某林、吴某的无证且不按规定戴安全头盔

驾驶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了查处，

并分别开具了《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

（No:4409233XXXXX6766、No:4409233XXXXX6777），由于他

们均未达到法定年龄，免于对他们进行行政拘留处罚；当晚

已通知他们家长领人回去，并要求阮某林、吴某的家长在 15

个工作日内带他们到沙琅中队接受教育并到银行缴纳罚款

后凭车辆合法手续领车（直至事故发生时仍未到沙琅中队接

受处理），但没能及时将两人违法情况通报给辖区镇政府、

当事人就读学校和所居住的村委会。

（七）茂名市公安局电白分局交警大队。该大队基本按

照有关工作要求，开展辖区内路面巡逻管控工作，查处辖区

内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定期参加电白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联席会议，指导辖区内各镇、村开展农村“两站两员”建设

工作，开展辖区内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开展辖区内

的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也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农业

农村部门、农机管理部门、教育部门等对电白区客（货）运

车、面包车、拖拉机、摩托车、校车等开展专项整治工作，



查处了一批违法违规行为，基本履行交通安全管理的职责。

（八）电白区农业农村局。2016 年 12 月份印发的《关

于茂名市电白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通知》（电机

编〔2016〕14 号）已明确：撤销电白区农业综合执法办公室，

整合电白区农业局有关股室的行政执法职责、电白区畜牧兽

医局机关的有关行政执法职责以及电白区农机管理局农业

机械方面的行政执法职责，设立茂名市电白区农业局综合行

政执法股（加挂电白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牌子）。自 2016

年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以来，该局虽有不定期联合电

白区的公安交警、农机管理部门开展对辖区内变型拖拉机的

专项整治行动，但农业机械方面行政执法分工不明确、职能

未理顺；该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仅 1 人持有执法证，专业执

法力量比较薄弱；不重视上级主管部门下发的《关于印发茂

名市拖拉机道路交通行驶秩序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茂农

〔2019〕31 号），未按要求制定本局的拖拉机道路交通行驶

秩序整治行动方案，未及时开展拖拉机道路交通行驶秩序整

治行动。

（九）电白区农机管理局。该局基本负责落实了拖拉机

等农业机械的登记、建档和驾驶人的考核发证工作，平时分

水东、麻岗、霞洞、沙琅四个片站下乡动员拖拉机等农业机

械进行定期检验并进行农机安全宣传教育，对发现的逾期未

检验农业机械及时补检，通过登报的形式，将达到报废条件

的农业机械进行公告；定期组织农业机械驾驶人集中到农机

学校接受安全教育培训。



（十）电白区二中。该中学有定期组织学校领导班子以

及班主任等召开研究部署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工作，如交通安

全、食品安全、防溺水等。有印发 2019 年《电白二中安全

教育致家长的一封信》给学生及其家长，并由学生、家长签

名；信中提醒家长教育孩子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禁止孩子无证驾驶摩托车等机动车辆。有建立《电白二中学

生请假制度》，其中第四条规定：“班主任对学生未经请假而

未到校，或因迟到早退而缺课者，应及时与家长取得联系，

了解情况”；经调查，5 月 12 日晚上在学校晚自习时间，阮

某林的班主任发现其没有到校（走读生）参加晚自习，就打

电话给其父亲，其父亲在电话里说家里有事向班主任请假不

回学校参加晚自习；5 月 13 日早上班主任依旧没有看见阮某

林到校，再次打电话给其父亲，其父亲说家里的事情没有处

理完，需要请假一天，5 月 13 日 20 时 36 分许事故发生；班

主任基本履行职责。

（十一）电白区教育局。该局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有印

发《茂名市电白区教育局关于严禁学生无证驾驶摩托车（电

动车）倡议书》给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有发文督促

辖区学校做好安全教育工作，基本履行职责。

六、责任追究建议

（一）对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阮某林，无证、超速（超速 140%）、超员（超 50%）、

不戴安全头盔、不按照操作规范驾驶逾期未检验的粤 K6989M

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

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根

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

项规定，阮某林的违法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过错，承担

事故的主要责任，应当追究刑事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

不再追究其责任。

2.苏某生，驾驶逾期未检验粤 09-30959 小型方向盘式

拖拉机，不按规定停车。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根据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项

规定，苏某生的违法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次要过错，承担事

故的次要责任，建议电白区公安交警部门依法依规对其违法

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3.李某富，驾驶粤 K820K0 轻型自卸货车不按规定停车。

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六

条第一款，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

一款第（二）项规定，李某富的违法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次

要过错，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建议电白区公安交警部门依

法依规对其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4.赖某雄，电白区那霍镇政府交管办交通安全员，工作

中不负责任，未认真组织开展交通安全隐患排查，对辖区内

村（居）委会劝导站的工作疏于检查督促，要求轻型自卸货

车停靠在事发路段，致使事发路段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该行

为与本次事故发生有一定关联，建议由电白区纪委监委给予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5.许某，茂名市公安局电白分局交警大队沙琅中队中队

长，没有认真贯彻执行《茂名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全

市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茂府办〔2014〕73

号），没有及时将在中队执勤中查处到无证驾驶无号牌普通

二轮摩托车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情况通报给辖区镇政府、有

关单位、村（居）委会，建议由电白区纪委监委对其作诫勉

谈话处理。

6.麦某雄，电白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分管农业综合执

法工作，工作中不负责任，贯彻落实《关于印发茂名市拖拉

机道路交通行驶秩序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茂农〔2019〕

31 号）不力，未对该文件作出批示，未明确相关股室制定行

动方案并组织开展辖区内拖拉机道路交通行驶秩序整治行

动，建议由电白区纪委监委对其作诫勉谈话处理。

（二）其他建议

1.电白区沙琅镇人民政府没有根据镇领导分工变化等

情况及时发文调整镇级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领导机

构；未建立健全由公安、交通运输、农机等部门参与的农村

道路交通联合执法机制；镇交管办对村（居）委会劝导站的

管理工作情况督导检查不够细致深入，对劝导站平时在劝导

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不了解。建议其向电白区人民政府作出书

面检讨，并由电白区人民政府对电白区沙琅镇镇长、分管道

路交通的副镇长进行约谈提醒。

2.电白区那霍镇人民政府疏于对村（居）委会劝导站的



管理工作情况进行检查和督导；未建立健全由公安、交通运

输、农机等部门参与的农村道路交通联合执法机制；镇交管

办有发通知督促各村（居）委会落实排查整治乡道交通安全

隐患工作并要求上报排查整治情况，但未组织公路管理、交

警等部门定期排查整治辖区乡道交通安全隐患问题；建议其

向电白区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讨，并由电白区人民政府对电

白区那霍镇镇长、分管道路交通的副镇长进行约谈提醒。

3.电白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方面行政执法分工不明

确、职能未理顺，专业执法力量薄弱（该局农业综合执法大

队仅 1 人持有执法证），不重视上级主管部门下发的关于整

治拖拉机道路交通行驶秩序的文件，开展农机安全执法工作

力度不足；建议由电白区人民政府对电白区农业农村局党组

书记、局长进行约谈提醒。

4.赖某雄作为公职人员，涉嫌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

动，建议由电白区纪委监委另案处理。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加强农村道路交通管理“两站两员”建设工作。

电白区各镇（街）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建

设，任命分管交通的镇（街）领导为镇（街）一级道路交通

安全工作联席会议第一召集人，尤其沙琅镇政府要根据镇领

导分工变化等情况及时发文调整镇级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

席会议领导机构。沙琅、那霍镇政府要组织所在辖区内的交

警、派出所、交通安全劝导站、农机监理站等部门，按照“一

车一档、一人一档”的要求，对辖区内无牌车辆、经常无证



驾驶人员和农用车等进行全面摸排并登记造册，将排查出的

无牌、逾期未检验以及达到报废条件而未报废的机动车辆列

入农村重点管理车辆名单，将排查出的经常无证驾驶人员等

列入重点管理驾驶人名单，并将名单报送给镇交管站，再由

镇交管站统一报告给沙琅中队处置。沙琅中队要定期将日常

执勤中查处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通报给辖区镇政府、有关单

位、村（居）委会并及时督促有关部门有针对性地做好交通

安全教育工作，进一步完善农村“两站两员”劝导工作机制，

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电白区政府以及辖区内各镇（街）

应组织公安、交通运输、农业农村等部门加强对农村道路交

通“两站两员”工作的督导，督促镇（街）交管站履职尽责，

指导村（居）委员会劝导站做好劝导工作，定期通报督导检

查所发现的隐患、问题，建立督导检查“两站两员”工作的

书面台账，强化隐患问题整改落实工作。市、区（县）两级

交警部门定期更新农村道路交通“两站两员”的有牌机动车

辆、持证驾驶人员的信息情况（其中要完善“机动车检验日

期”和“驾驶人证件有效期限”等必要信息），并下发给辖

区内对应的中队、镇（街）交管站以及村（居）委会劝导站。

（二）加强农用车辆道路交通行驶秩序整治。各地要认

真贯彻落实《关于印发茂名市拖拉机道路交通行驶秩序整治

行动方案的通知》（茂农〔2019〕31 号），尤其是电白区农业

农村局要高度重视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工作，加强研

究部署，明确农业机械方面行政执法分工，理顺农机执法职

能，按要求配足专业执法人员，加强农机执法方面培训教育，



切实加强农机安全执法工作，严厉打击农用车辆挂农机牌以

及不到作业场所作业的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打击无操作资格

却操作农机和驾驶农机的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强对农用车辆

排查摸底，严格农用车辆注册登记工作，对于不符合农用车

注册登记标准的一律不予颁发许可；要依法依规做好变型拖

拉机等农机车辆强制报废工作，特别是粤 09-30959 小型方

向盘式拖拉机逾期 3 个检验周期未检验，电白区农业农村局

要依法依规处理；强化农机操作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力度，普

及安全知识，切实做好拖拉机等农业机械定期检验的工作；

同时，要强化与电白区公安交警部门、各镇（街）信息共享，

定期通报农用车和操作人员、驾驶人员信息，充分发挥农村

道路交通“两站两员”的作用。电白交警大队要联合电白区

农业农村部门开展农用车辆交通安全秩序整治行动，严厉查

处农机、农用车非法载人、载货等行为，严厉打击农机、农

用车道路交通非法违法行为，及时移送农机、农用车以及操

作人员、驾驶人员非法违法行为。

（三）加强农村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电白区政府及

沙琅、那霍镇政府要建立健全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机

制，组织公路管理、交警等部门定期排查整治辖区内道路交

通安全隐患问题，将农村公路急弯陡坡、临水临崖等重点危

险路段纳入“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发现重大的安全隐

患要及时报告上一级交警、公路管理等部门，电白交警大队

要对辖区道路开展隐患滚动式排查，提出治理建议，并通报

给道路主管部门。



（四）加大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执法力度。电白区政府及

沙琅、那霍镇政府要认真吸取这次较大交通事故的深刻教训，

结合我市七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部署与

要求，建立健全由公安、交通、农业农村、教育等部门参与

的联合执法机制，根据圩日、重大节假日、当地民俗活动集

中时段等重点时段交通安全特点，集中大力整治客（货）车、

拖拉机、农村地区摩托车（电动车）、校车等机动车辆交通

违法行为，下大力气抓好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工作。

（五）加大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宣传。电白交警大队要针

对事故暴露出的司乘人员交通安全意识淡薄的问题，到电白

区那霍镇、沙琅镇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切实提高农村司

乘人员道路交通安全意识。电白区政府及沙琅、那霍镇政府

要重点突出对农用车、货车、农村客车、校车、面包车、摩

托车（电动车）驾驶人等农村重点群体的宣传教育，提高农

村出行群众的安全意识。全市各级公安交警部门通过政务平

台、宣传媒体、“双微”等媒体平台发布相关交通安全提示、

安全出行指引；深入农村、学校、社区、企业等进行现场宣

传，通过上交通安全课、播放交通安全警示片，教育群众注

重交通安全。

茂名市电白区“5·13”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