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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交通伤亡事故 民警 8 步结案
本报记者探访市交管局事故处司法鉴定中心 法医等多个实验室助力侦破疑案
北京晨报讯 （记者 黄晓宇）

如何还原“疑难”交通事故现场，
确定谁才是事故的“始作俑者”？
北京晨报记者昨天实地探访了
这个专门处理棘手交通事故的
“核心”部门——
—位于北五环北
苑桥东的北京市交管局事故处，
了解侦破大案要案背后的手段。
据事故处负责人介绍，处理人员
伤亡事故分 8步。
事故处的司法鉴定中心下
辖“痕迹”、
“法医”、
“图像”等多个
专项实验室，为侦破各类疑难案
件提供技术支持。中心负责人王
连明向记者介绍，酒精实验室承
担着全市交通事故、交通违法的

血液酒精含量检验工作。“在民
警查获涉嫌酒后或醉酒驾驶的
司机后，一般会先采取呼吸式检
测手段，但如果涉事司机不配合
或对鉴定结果不认同，就会采取
抽血检测的方式，血样随后就会
被送进该实验室进行鉴定。”
王连明表示，酒精实验室全
年 24小时开展检验工作，一直
按照有关国际认可准则开展检
测，早在 2006年 8月就通过了
中国国家认可合格评定委员会
的认可，检验结果已经获得多达
70多个国家的承认。
图为实验室取样处。
首席摄影记者 吴宁 / 摄

交通伤亡事故处理：绘制现场图 鉴定 DNA

■揭秘

绝大部分市民都知道遇到有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一定要报警处理，但对“122”接警后民警的办理工作流
程却少有了解。昨天，事故处负责人对此进行了解答。
接报警后，指挥中心派民警赶赴现场，如造成人员死亡或特定事故，将通知交
接处警 通支队事故科或市交管局事故处民警赴现场处置。
指挥民警开展现场勘查。民警对现场道路状况、路面痕迹、散落物、人体、
肇事车辆等进行勘查、
测量，对相关痕迹进行比对，形成痕迹对，在现场提取
现场勘查 痕迹物证。通过相机、执法记录仪或摄像机固定现场证据，绘制现场图，制作
现场勘查笔录。
包括调取现场周边及与事故有关的监控视频，走访调查并询问报警人或
调查取证 目击证人，询问当事人及有关的证人，调查、核实当事人身份信息及驾驶资格
等，并根据案情开展侦查实验。
针对酒精、毒品、车辆性能、尸体、车速、理化、损伤成因、损伤程
委托检验鉴定 度、DNA、精神状况、车辆性质等多方面全面鉴定。
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
认定与复核 定当事人的责任。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的，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
交管部门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之日起 5日内，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作出
处罚。涉嫌交通肇事犯罪的，
应当立案侦查，在收到法院对机动车驾驶人有罪判决书
处罚
后，吊销其机动车驾驶证。
各方当事人一致请求交管部门调解的，在收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或者上一级
调解 交管部门维持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的复核结论之日起 10日内，提出书面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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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案与档案管理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生效，已对违法行为处罚完毕，如涉嫌犯
罪的检察机关已经审查起诉的应当结案。

首图文化活动信息
（2016 年 12 月下）
温馨提示：

首都图书馆举办的各项讲座、展览、培训等均为公益性活动，读者可免费参加。
活动详情请致电 67358114-2102或登陆首图网站 www.clcn.net.cn了解。
欢迎您走进图书馆，共享公共文化服务。
《大灌篮》是由朱延平执导，周杰伦、曾志伟、蔡卓
妍、陈柏霖、黄渤、闫妮、吴宗宪等主演爱情喜剧电影。
讲座：参天覆地盈握间，碧玉琅玕纳一盆——
—清代宫廷
影片讲述了孤儿方世杰在功夫学校长大，有百发百中
中的工艺盆景
的神技，他被曾志伟扮演的立叔骗到了第一大学打篮
时间：2016 年 12 月 24 日（周六）9:30
球，遇到篮球高手陈柏霖及其妹妹阿 Sa，由此发生的一
地点：首图 A座一层多功能厅
段励志故事。
嘉宾：刘岳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适合人群：无障碍电影，适合视障朋友
内容：盆景是别具一格的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综合园艺
技巧、绘画美学与诗的意境于一身，通过对花草树木等 参与方式：提前预约 坐满即止
植物进行特殊的栽培处理，形成可移动的微缩小型景 咨询及报名电话：67358115—1204
观，从而达到美化居室，增添生活趣味的目的。在清代
宫廷则遗留下来一类人工制造的工艺盆景，主要使用 放映：《毛泽东去安源》
各种金银贵金属与稀有宝石，以惟妙惟肖地模仿天然 时间：2016 年 12 月 28 日（周三）14:00-15:30
盆景形态为旨归，表面上看来是仿生，实则是“吉祥”符 地点：首图 A座一层集体视听阅览室
号的累加，妙在二者和谐统一。工艺盆景在宫廷陈设中 内容：由导演康健民 2003年导演的电影《毛泽东去安
不可或缺，还是年节庆典中重要的贡品类型，它们反映 源》，是被国家广电总局、广电总局电影局确定的惟一
出清代皇室独特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心理，也代表了当 一部为毛泽东同志诞辰 110周年而拍摄的电影作品。
影片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史上的重
时的工艺水平。
大历史事件，浓墨重彩地展现了青年毛泽东的意气风
发与青春激情，用细腻的手法表现了伟人在生活中的
讲座：老古董、新发明与当代的孔子：民俗传统与文化
平凡与浪漫情怀。
自觉
适合人群：无障碍电影，适合视障朋友
时间：2016 年 12 月 31 日（周六）9:30
参与方式：提前预约 坐满即止
地点：首图 A座一层多功能厅
嘉宾：康丽 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咨询及报名电话：67358115—1204
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首图少儿活动★
内容：传统将亡吗？传统是谁的？传统是哪来的？传统
—和“
小狗巴利”一家欢乐迎新年
还有用吗？这些问题背后隐藏的是，我们在面对因文化 活动：亲子悦读坊——
交流、互构与新生给民俗传统带来的传承危机时的困 时间：2016 年 12 月 17 日（周六 ）10:00
惑。我们要理清民俗传统的归属，传统知识的生产过 地点：首图 A座三层青少年多媒体空间童心舞台区
程，以及民俗传统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与意义，才 嘉宾：邢培健（红帽子童书总编辑）
能真正回答这些有着时代印痕的问题，也才能获得民 内容： 小狗巴利是个整天闹哄哄又乐呵呵的小“男孩
俗传统传续背后关于个人、社区与国家关联的真正理 儿”，他今年四岁啦！他是畅销了十多年的经典幼儿成
长绘本《小狗巴利》系列的主人公，绘本里写的是他和
解。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以及他的小伙伴们之
间发生的故事，就像小朋友们自己的生活，看着特别亲
★首图活动·心阅影院★
切。欢迎来听培健阿姨讲小狗巴利一家的欢乐故事，并
放映：《大灌篮》
在游戏和角色扮演中回忆自己和家人一年来一起经历
时间：2016 年 12 月 21 日（周三）14:00-15:30
的温馨时刻，开开心心迎来幸福的新一年。（适合 3—5
地点：首图 A座一层集体视听阅览室
★首图讲坛·乡土课堂★

内容：

岁。限 20组家庭，报名电话：67358114-5303/5304；报名 长家庭教育理念与技能的提升！（本活动针对 0-8岁儿
童家长，建议家长独自参加。公益活动，无需预约，座位
时间：12月 15、16日 9：00-11：30；13：00-16：30。）
有限，先到先得。）
活动：阅读故事发现会——
—岩崎千弘“
美绘本”
时间：2016 年 12 月 17 日（周六 ）14:00
地点：
嘉宾：
内容：

首图 A座三层青少年多媒体空间童心舞台
喻寒菊（北京飓风社童书编辑）
妈妈一直不在家，不过，今天她会带个小宝宝回
来。我想送小宝宝一件礼物。送什么好呢？……出生在
下雪天的小小，就要过五岁生日了。在朋友的生日聚会
上，她一心想着自己的生日，把朋友的生日蜡烛吹灭
了。在大家的责怪声中，她生气地离开了。她什么都不
想要，也不希望任何人来参加自己的生日聚会，可是，
有一样东西她想要……听完故事后，小朋友还可以动
手制作小礼物送给家人哦！（适合 3-8岁。公益活动，无
需预约；座位有限，坐满为止。）
活动： 家教创享园——
—悦读阅美之“绘本中的育儿智
慧”
时间：2016 年 12 月 18 日（周日）10:00
地点：
嘉宾：

首图 A座三层青少年多媒体空间童心舞台区
邵 （悠贝亲子阅读导师，APFD家庭教养模式创
立者，家庭亲子阅读项目教育心理顾问，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国际汉语教师。）
内容： 绘本不只是读给孩子听的，也适合家长细细品
读。小小的绘本中蕴含着怎样的育儿智慧？如何领会，
从中获得启发，并运用到实际生活中？一起听邵■老师
为我们分享绘本中的育儿智慧，在亲子阅读中促进家

更多活动信息请您关注 ：
首图网站 ：http://www.clcn.net.cn/
首图博客 ：http://blog.sina.com.cn/clcn

首都图书馆
微信号 shoutu1913

活动：“因爱发声”亲子朗读音乐会
时间：2016 年 12 月 24 日（周六） 14:00
地点：
嘉宾：

首图 A座二层报告厅
声音剧场家庭演出艺术团
内容：我们通过一次文学表达，记录孩子难忘的成长经
历；我们通过一次音乐与语言艺术的表演，让亲子关系
更加和谐！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朗诵、歌唱、戏剧表达、舞
蹈……迎接新年！（适合 4岁以上儿童及家庭。公益活
动，无需预约；座位有限，坐满为止。）
活动：阅读故事发现会——
—《小鸡海蒂》
时间：2016 年 12 月 25 日（周日）10:00
地点：
嘉宾：
内容：

首图 A座三层青少年多媒体空间童心舞台区
曹聪（河北少儿出版社童书编辑）
小鸡海蒂喜欢蛋，更喜欢孵蛋。无论是大大的蛋，
还是小小的蛋，小鸡海蒂都喜欢孵。各种小动物被孵出
后，把她的家里弄得乱糟糟的，可小鸡海蒂完全不在
乎，她高兴还来不及呢。不过小鸡海蒂知道，宝宝们都
长大了，该到外面的世界闯荡一下了。她带着宝宝们一
路走啊走，翻山越岭，经历了大雪、暴雨，中途不断有小
动物退出行程，待在了自己喜欢的地方。最后，小鸡海
蒂一个人回到了家。可是，等待她的会是什么样的惊喜
呢？（适合 3-6岁。公益活动，无须预约；座位有限，坐满
为止。）

首图微博 ：http://weibo.com/clcnbook
首图小站 ：http://site.douban.com/c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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