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彬州管理所
修复桥梁伸缩缝

7月19日，西长分公司彬州管理所在日常排查
中发现一处伸缩缝破损严重，影响行车安全。该
所立即制定修复方案，先凿除锚固区破损混凝土，
然后对破损伸缩缝进行切割、拆除，最后浇筑振捣
密实。此次抢修使用超能快速修补料 RT-2 高强
混凝土，该材料具有耐久性，较强的抗疲劳荷载能
力，施工方法简便。经过6小时的修复，现道路已恢
复畅通。 文 / 图 董 涛 高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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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西宝分公司三桥管
理所以“转换理念强能力、强化业务
促效率、优化服务提品质、细化措施
提成绩”为目标，结合工作实际，以
堵漏增收、吸引车辆上路、优化资源
使用为重点，挖掘降本增效潜质，突
出成本效益，多举措推进降本增效
见成效。

深挖堵漏增收，提升服务质效，
推动收费稳定增长。管理所开展堵
漏增收专项竞赛活动，积极推行“数
据稽核+现场摸排”“特情车辆核
查+操作日志”双向工作模式，严格
落实稽核功能，堵漏增收 2505 车
次，追缴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
126.69%。多渠道深挖站区周边客
户资源，设立专项激励基金、拓展
ETC宣传模式，由员工DIY设计宣
传海报，利用服务台、LED屏幕、车
道进行宣传，提高ETC发行量与使
用率。现已办理 OBU 套装设备
3004 台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18.45%。依托“高速公路+旅游”模

式，自主拍摄《沿着高速去旅行》系
列宣传片，走访周边旅游景点、名胜
古迹、特色小吃、加油站及酒店，签
订“高速+旅游”合作协议书，吸引
更多车辆上路。

强化联勤联动，降低施工影响，
提升通行保障。管理所积极与辖区
高交部门协调配合，安排专人专班
加强对京昆改扩建西吴立交分流
点、兴平西收费站两处工程的监督
力度，确保施工现场规范有序。及
时下发隐患告知书督促施工方整改
存在的问题，减少施工对车辆的通
行影响，做好道路通行保障。

合理控制成本，推进科技创
新，加大新技术推广。管理所开展
QC课题研究4个，《提升收费站车
道拦道杆使用性能》提升拦道杆使
用质量，延长使用周期；《一线“数”
轴-减少追偿频次提高通行效率》
减少追偿工作频次，提升车辆通行
效率；《运用偏导模型降低桥梁养
护成本》合理配置养护技术工人，

有效降低养护成本；《改造移动声
光报警器为固定式的具备声音预
警、灯光预警、文字预警和电子地
图预警的多重路况预警功能的设
备》缓解路况差、通行量大、易发生
拥堵等情况。

提高精细管理，积极盘活资产，
降成本增效益。管理所印发节能活
动倡议，推行无纸化办公。加强夏
季用电管理，严控空调温度和使用
时长。重新签订工勤岗位劳务外
包合同，压减用工人数5人。积极
开展市场调研，与定点维修单位签
订协议，锁定最低价，减少市场变
动引起的价格上涨。严格审批派
车和车辆维修程序，合并调整班车
线路，每月减少行驶里程400余公
里。调动工勤人员积极性，日常小
型维修尽量自行完成，降低办公费
用。合理盘活站区资产，与咸阳收
费站入驻的路政执法总队第三支
队协商签订办公区域租赁协议，增
加效益。 文 / 崔 磊

精细优化管理 强化成本管控
—— 三桥管理所多举措推进降本增效见成效

汉中交通局

本报讯 日前，汉中市交通运输局结合安全生
产工作的实际，安排“百日攻坚”行动。

该局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近期省市领导的
有关安全生产的批示精神、2022年市安委会第二季
度全体（扩大）会暨消防安全工作会议精神、部省关
于安全生产的攻坚行动和强化年行动相关内容。先
后制定印发《全市交通运输领域安全生产“百日攻
坚”行动方案》《关于开展全市交通运输领域安全生
产“百日攻坚”行动督导检查的通知》等文件。由
市局及局属单位分管领导带队，分4个组对全市交
通运输全行业安全生产开展督导检查，聚焦汛期、
暑期、行业重点工作任务、重点领域、重点时段和
重要部位，夯实行业监管责任，全面排查安全风险
隐患。及时建立清单台账，明确整改销号时限，严格
实行隐患整改闭环管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汉 交）

今年上半年以来，咸铜分公司聚焦收
费、机电主业，全力引流增效，狠抓堵漏增
收，创新机电管理，以新理念、新思路、新
举措、新作为，提升收费管理水平。

引流增效成效显著

分公司充分挖掘“路沿”资源，先后与
陕西郑国渠旅游景区有限公司、咸阳苏商
盟文化管理有限公司（白马庄园）、淳化县
箕斗山庄、照金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等成功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联合开展

“高速观光游”“自驾游”“高速带你摘果、
避暑、赏叶、逛景点，报通行费、走高速享
景区门票折扣”等活动。同时，与周边加
气站、物流企业合作，实现“高速+新能源”

“高速+物流”互利共赢。
积极推动“大道Chang安”首届陕西

高速公路车主节“红色薛家寨 清凉亲子
游”活动，制作“沿着高速去旅行”“沿着高
速品美食”“沿着高速学唐诗”视频，在各
类平台宣传报道沿线地市的旅游、美食等
文化。发放“致广大司乘朋友的一封信”

“咸铜分公司咸旬段旅游景区示意图”“咸
铜分公司道路通行体验问卷调查表”等宣
传单300余张，走访当地企业60余家，视
频公众号发布宣传视频20余条，点击观看

量上千余次，提高了“红星闪耀”路域文化
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上半年，分公司完
成年度收费任务的66.24%，收益拆分率从
年初49.46%增长至103.41%。

堵漏增收成果丰硕

分公司制定《咸铜分公司2022年堵漏
增收工作实施方案》《通行费堵漏增收奖
惩细则（试行）》，夯实各级主体责任，明确
各级工作职责，细化指标任务和工作重
点，逐级分解任务、按月通报进度、及时兑
现稽核奖励。成立“稽核专班”，根据阶段
目标和线路特点，认真分析稽核数据，查
找稽核漏洞，做到主次分明、重点突破、分
级实施、上下联动、全面攻坚。实行“稽核
人员分组包抓”制，成立一对一、点对点的

“提帮带扶”业务提升小组，开展多元化培
训，不断强化稽核业务技能，提升全员打
逃意识和业务水平，实现了日常稽核精细
化、专项稽核有序化、现场管理规范化。
上半年累计发起工单2173单，数据11601
条，工单补费金额243141.17元，拆分收益
96779.69元；现场查处追缴不合格绿通车
辆343车次，追缴金额67738.08元，拆分
收益96779.69元。工单补费金额、不合格
绿通追缴金额和拆分收益三项指标任务

均完成运营管理公司下达的第一季度、第
二季度降本增效任务的2倍以上。

收费管理稳步提升

分公司制定下发《收费员量化考核暨
星级管理》《文明服务明察暗访办法》，定
期开展考核与明察暗访，建立长效管理机
制，实现收费人员的规范化管理。通过开
展“春训”“班前5分钟业务培训”“管理人
员下基层”“收费大讲堂”“收费业务技能
竞赛”“缓堵保畅劳动竞赛”“争创梦桃式
班组劳动竞赛”“堵漏增收劳动竞赛”“收
费服务明察暗访”等活动提升员工业务能
力和综合素质。同时，聚焦收费业务重点
工作，建立上下联动、左右联合、资源整
合、能量汇聚的“党建融收费”工作体系，
在基层树立党员榜样力量。

机电管理亮点纷呈

降本增效成效明显。根据往年沿线
站区、隧道照明电费开支情况，制定下发
《咸铜分公司沿线设施电费控制的通知》，
整体电费节约控制在去年费用5%以下。
明确电费控制管理各级职责，责任明确到
站，用电量控制细化到月。加强收费广

场、收费站区照明设施控制的精细化管
理，由时序开关控制调整为人工控制，在
满足正常工作的前提下，适当关闭或分组
启用。通过现场检测、巡查测试、优化调
整等措施，配合收费机电部优化隧道照明
开启策略。截至6月底，全线共节约电费
1988兆瓦时，较上年同期节约25%。

深挖资产盘活潜力。详细摸排闲置及
废旧资产，细化设备分类，检测设备功能，对
主要设备和有价值设备进行整合维修，对无
价值废旧设备进行报废处置。共排查废旧
设备2000余项，其中回收利旧机电设备
138项，利用价值约12万元；处置废旧设备
1978项，预计处置收益7.6万元。

积极探索科技创新。持续推进自由
流无人收费站科研课题，确定“大站带小
站”无人值守收费站方案和全站无人值守
试点，现课题已进入现场入口车道测试
阶段。积极探索科技节能、“碳中和”创
新试点，推进隧道照明系统合同能源管
理（EMC）项目，现已完成了现场勘查调
研、数据统计分析和初步实施方案，计划
8月底完成全线隧道LED照明灯具改造。

在下一步工作中，咸铜分公司将紧盯
全年目标任务不放松，巩固工作成果、创
新工作方式，锐意进取、奋勇争先，努力在
新时代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

7 月 20 日，省高速公路路政执
法总队第九支队（安康）五大队联
合白河县交通运输局、自然资源局
等七家单位对十天高速 K95+850
白石河6号桥下违法（占）利用桥下

空间进行联合整治，现场监督协助
当事人对桥下违法建筑物进行拆
除。在整治过程中，该大队严格执
行法定程序，多次前往调查取证，
并告知当事人存在的安全隐患和

危害。此次专项整治活动拆除违
法建筑物 366 平方米，清理建筑垃
圾约56立方米，及时消除了安全隐
患，保护了路产路权。

文 / 图 李增刚 吴文升

富县管理所
打击逃费车辆

本报讯 近期，西延分公司富县管理所通过分
析、培训、联动、挖掘等手段，瞄准逃费车辆特征，借
助大数据精准打逃。

该所从基本情况、工单发起种类、已追缴金额
等方面对上半年稽核工作进行汇总分析，明确稽核
重点方向。同时，总结成功经验，形成典型案例材
料，组织员工开展“移动”业务培训，学习部级稽核
系统查堵技巧、业务综合平台的巧用及快速准确的
查处“大车小标”、节假日8、9座漏费车等知识，提高
稽核能力。与洛川高交中队、甘泉高交中队建立联
勤联动追逃工作机制，发现嫌疑车辆时，及时通过
高交获取逃费车辆电话、图片等信息。充分利用部
级稽核平台、综合业务平台及高级管理机筛选、查
询逃费嫌疑车辆信息。加强AI系统使用，及时处理
异常车辆，深挖计费异常原因，有力推动稽核工作
迈上新台阶。 （李海洋）

渭南交通运输执法支队
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7月21日，渭南市主城区突降大到暴雨，导致渭
南高铁北站地势较低的路面迅速积水，出站旅客出
行受阻，大量旅客滞留。渭南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
支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协调车辆及时转运旅客，确
保了旅客安全返程。 文 / 图 杨 涛

阎良管理所
提升安全监管数字化水平

本报讯 近日，西禹分公司阎良管理所与京昆
改扩建项目管理处积极协商，将改扩建项目管理处
设置的5G路网监测管理系统接入管理所巡查联勤
办公室，纳入道路巡查工作体系，有效提升了施工
改扩建期间道路应急保畅能力和服务水平。

5G路网监测管理系统由移动式云台监控系
统和5G网络传输系统组成，可以实现对重点路
段车流通行情况的实时在线监控，能够更加快
捷、准确地对辖区内导改路段实施交通监管和救
援处置工作。针对路段内出现的局部暴雨、冰
雪、团雾等恶劣天气情况，该系统可以及时进行
天气预警信息发布和交通管制干预。同时，获取
详实、可靠的道路通行信息和数据，为改扩建交通
规划工作提供有力支撑。此外，该系统与人工路
面巡查相配合，也能有效降低道路巡查成本支出
和人员安全风险。 （牛杰 李涛）

延安交通局

本报讯 7月6日，延安市交通运输局召开专题
会议，研究部署“百日攻坚”行动。

该局印发《全市交通运输领域安全生产“百日攻
坚”行动方案》，组建13支297人公路应急保障队伍，
建立应急物资储备点18个，配备应急机械设备108
台件。筹备客运40辆、货运70辆的应急保障车队；
督促各县区组建共计54支880人的农村公路防汛
应急抢险队伍，落实抢险机械112台/辆。成立5个
安全生产督查组，采取明察暗访、重点检查等方式进
行督查。成立8个执法稽查组，开展道路运输专项整
治，确保“百日攻坚”行动顺利实施。 （延 交）

榆林交通局

本报讯 近期，榆林市交通运输局以“百日攻
坚”行动为抓手，紧密结合、协调推进、一体落实“防
风险、除隐患、保安全、迎盛会”安全生产强化年等
系列专项整治行动。

该局围绕客货运输、重点桥隧、枢纽站场等重
点领域和部位，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严厉打击
非法营运、疲劳驾驶等违法违规行为。以源头监管
为基础，加强安全监管执法，督促企业切实履行安全
主体责任和全员岗位责任，促进安全化生产、标准化
运营，持续夯实安全基础。以汛期应对为重点，落实
领导干部防汛抢险责任制和防汛抢险预案，做到防
汛物资准备到位、抢险措施到位、信息传递上报到
位和出险后抢险队伍迅速到位。 （榆 交）

西安交通局

本报讯 近日，西安市交通运输局采取多项措
施，高标准落实“百日攻坚”行动。

该局把安全生产三年行动巩固提升、强化年专
项整治、大排查大整治大检查大执法、落实“十五项
硬措施”等和“百日攻坚”行动统筹结合，制定印发
《西安市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方
案》，成立由局主要领导任组长的“百日攻坚”行动领
导小组，统筹研究、安排部署、督查督办和考核问
责。制定领导干部“责任清单”，发挥“头雁”“强雁”
效应。建立清单化、闭环式工作机制。成立9个督
导组深入一线对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开展拉网式、地
毯式全面排查整治，现场将《督导检查发现安全问题
隐患移交单》交给属地管理和执法部门，强化监管执
法，倒逼“两个责任”落实。 （西 交）

开拓创新谋发展 锐意进取谱新篇
—— 咸铜分公司上半年收费机电管理工作纪实

文 / 程亚静 刘菲

省高速路政九支队五大队整治桥下空间
全 系 统 扎 实 开 展全 系 统 扎 实 开 展
安全生产安全生产““百日攻坚百日攻坚””行动行动

富县公路段
做好防汛工作

本报讯 7月中旬以来，富县遭遇多次突发强
降雨及大风天气，富县公路段充分做好防汛准备，
妥善处理道路险情，确保人民群众出行安全。

该段按照“雨前抓预防、雨中抓防毁，雨后抓恢
复”的原则开展防汛抢险保通工作，对公路沿线发
生的零星落石和小型塌方，根据道路实际情况，先
设置警示标志和警戒线，再进行清理；对较大塌方
和塌方量占半幅路面的，首先清理出有效行车道，
避免交通中断，然后调派机械予以清理。经统计，
在本轮降雨中，该段共清理塌方1700立方米、处置
树木倒伏险情3处、处置路面积水3公里、清理堵塞
涵洞12道，现辖区内国道均保持畅通。 （杜 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