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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初升，在黄土高原青银高速公路
腹地，一阵阵雄浑有力的吼声混杂着机器
声，此起彼伏。陕西交控绥定高速上的养
路人趁着早晨车流相对较少“天窗点”，加
紧作业。

“养路工的首要任务是严密监测温度、
湿度及其他气候因素变化对路面、路基、桥
隧施工影响，发现路面坑槽、或存在裂缝等
病害，要及时抢修。”顶着地表温度几近40
摄氏度，工程养护部副部长刘永君冒着满
头大汗说。

“把安全送给人民群众”

青银高速绥定段地处黄土高原和毛乌
素沙漠，西与宁夏接壤、东附临近山西，冬
冷春燥、夏晒秋凉，气侯变化多端，且道路
桥隧较多，长年车流较大，并受黄土流失、
沙漠干旱的地貌气侯影响，道路病害易形
成。为让车辆平稳运行，刘永君和同事们，
坚持徒步检查，养护施工时，严把安全质量
关，始终做到工前交底、过程检查、工后验
收。直到所有工序规范、标准，达到司乘畅
行安全畅通。

“别看我们用的工具笨重，可干的是精
细活，测距误差要以毫米计。”每走50米，
刘永君就要弯下身子，趴在路面上检查。
没过多久，刘永君的衣服上、脸颊上都挂满

了汗珠，说起话来眉眼紧锁。
刘永君说，今年是他近些年细化管养

用心最多的一年。他和同事们一起下桥
梁、上边坡，穿梭桥梁加固建筑层中间，测
工程用料长度、厚度、耐度等，询问施工原
材料进场、建筑垃圾清场处置、施工安全环
境情况，倡导“降本增效”道路养管理念，推
行“绿色环保工地”建设等工作。他深知，
养好路，首先带好人。尽管工作任务繁重，
但他经常与同事促膝谈心、教业务、授理
论，尽力与其他养路工一起解决实际困难，
牢记为路服务初心，营造以路为业、以“班”
为家的良好氛围。

“把艰难困苦留给自己”

由于长年在室外工作，大多养路工皮
肤黝黑，患有微症状职业病，但他们只要上
线作业，就有使不完的力。车流通行噪音
大，沟通全靠吼，一天下来，口干舌燥；天寒
地冻，坚持亲手测量道路附属设施安全情
况，手指冻僵了，就反复搓，有的甚至冻出
痤疮，脚趾冻麻……他们说：“艰苦不怕吃
苦。这份职业只是默默坚守的道路”筑基
者“。但作为连接着祖国大地公路交通最
前线的守卫者，公路的安全畅通，就是对
我们努力付出的最大回报。如果能在这
个基础上让公路变得更加舒适美丽，我愿

意为此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养路工常波
涛说道。

2020年2月份，绥定段突降大雪，道路
被积雪覆盖，全体养路工连夜除雪，连续三
天轮流驻守现场，夜间气温低至零下20多
摄氏度，只能在车里抱着取暖；但为了完成
道路除雪防滑保畅任务，他们的饭菜都是
站在室外的雪路上吃完的，有的甚至还没
动筷，就匆忙赶路除雪保畅，回来时已近凌
晨后，没再充饥就睡了。

养路工作靠体力，也靠脑力，尤其在处
理突发情况时，要快速判断险情，迅速抢
修。为此，刘永君积极响应上级要求，落实
单位（部门）及施工单位成立了应急抢险、
防汛保畅等多个工作小组。“我们养路工不
管风吹还是日晒，都始终活跃在路的里与
面，角与边中间，畅通、安全的路域环境都
布满了我们的脚印。在单位全面推行”路
段长“管养机制以来，不仅扩大了”有人管、
管得严、管得好“范围，更为道路养护作业
提供了科学先进的工作思路和方法技巧。”
养路工李杰说，越是艰苦，越是要创新，多
年来，各工作小组均能顺利完成每项道路
养护工程，并能将道路养管工作，从质量提
升到工艺创新取得好成果。

这群“拼命三郎”回到宿舍后，也会互
相调侃、打闹，但只要聊起“选择”，每个人
的脸上都挂满“我热爱”的笑容。

“把个人理想融入交通梦想”

作为关中人的刘永君，这是他自2002
年来到陕北，从修路工到养路工，20年的时
间里，无不例外在重要活动、重大节庆、极
端恶劣天气等情况下，提前做好道路隐患
排查工作；保障人民出行安全，是他从业多
年来，用实际行动践行的服务宗旨。他说，

“这样做，就是想为过往司乘提供舒适的路
域环境，并让‘畅行’平稳延伸至群众心
中”。

同事问他，拼了命在这儿坚守，值得
吗？他慢吞吞地说：“没有值不值得，这里
需要有人守护”。问及其他人，也是这句
话。在这个有着省际恢弘通衢的道路上，
包括他在内的一群平均年龄35岁的汉子，
坚守了14年。

临近深夜12点，总有一辆辆从全国四
面八来途径绥定高速时，鸣出车笛声。刘
永君说，这鸣声已经成了他们的安眠曲，

“听到这声音，就能好好睡了”。
“绥定高速所辖和别的高速公路一样，

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自然病害，但驻守路上
的人为群众”买了保险。“一位长年奔波宁-
陕-晋的货车司机说道。在这段通车年久、
车流较多、病害频发线路上，有像刘永君这
样的一群人在默默守护，很让人放心。

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记实是
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对照党风廉政建
设主体责任清单，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主体责任，履行“一岗双责”情况的日
常记载，是党组织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主体责任的一项制度创新，对推进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具有重要意
义。但笔者在日常检查考核中发现，
履职记实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薄
弱环节，影响了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
的有效发挥。

履责记实记录范围

根据《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的规定》，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履
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情况属于记实
的必记内容，具体有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安排部署（会议研究、文件落实
及事项办理等）、监督检查、调研指
导、听取汇报、廉政教育、廉政谈话、
责令纠错、纪律审查、廉洁自律（包
括廉洁家风建设）、专题报告（听取
或汇报）等。

党组织领导班子：对职责范围内
的党风廉政建设负全面领导责任。
负责落实党组织主体责任，从加强
领导、选好用好干部，纠正损害群众
利益的行为，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
约和监督，领导和支持纪检监察部
门查处违纪违法问题、管好班子带
好队伍。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定期研究、部署、检查和报告，
每季度听取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
责”情况汇报，主要任务靠前指挥、
具体主抓。

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是职责范
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应
当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
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
亲自督办。做到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从研究部署、监督检查、廉政教育、谈
心谈话等方面落实第一责任人责
任。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
检查，同考核。每季度向上级党委、
纪委主要负责人报告落实主体责任
和履行“第一责任”情况，做到重大问
题和事项及时报告。

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根据工作分
工，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
主要领导责任。从职责分工和承担
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职责等方面，督
促分管部门和联系单位把党风廉政
建设措施同步实施、与业务工作有机
结合，对分管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开展经常性的督促检查。每季
度向党组织委员会汇报履行“一岗双
责”情况。

履责记实记录要求

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应按照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清单要求，履责
记实应按照“照单履责，按单记录，全
程留痕，追溯有据”的原则，将《记实
本》内容做到记录完整、规范、真实、
工整、主动作为。

记录完整。对照党风廉政建设
主体责任清单，按照“照单履责、全程
留痕”的工作要求，做到记实的连续
性和完整性。

内容规范。应高度概括、简明扼
要地记录事项的时间、地点、人员、事
件概况等基本要素，过程中解决的问
题、提出的重要措施、指出的重要环
节、实现的重要结果等也应当记录。
有关事项原则上一事一记，一事多次
完成的，也可以一事多记。

真实及时。由本人亲自撰写，如
实记录，严禁找人代写，胡乱编造、弄
虚作假，需要记实的事项最好当时或
当天记录，一般不写“回忆录”。

书写工整。做到书写工整，容易
辩认，少涂少改，页面整洁，不损页、
撕页，尽量少粘贴打印或复印稿。

主动作为。记录要以本人牵头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清单事项、主
动抓分管工作为主，配合或参加他人
的被动工作一般不作为记实内容。

履责记实建议对策

各级党组织应强化记实制度落
实情况的过程监督，将其作为领导班
子及班子成员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考核的重要内容抓紧抓好。

审核督促。党组织负责人要率
先垂范，及时督促、指导领导班子成
员开展工作记实，每季度对班子成员
的《记实本》进行审核签字。各级领
导班子成员在抓好职责范围内的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同时，及时收集、
整理资料并亲自记载履行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情况，必要时可以附上讲
稿、会议记录等相关资料。

监督考核。党群与纪检监察部
门要加强对记实制度执行情况的监
督检查，对落实不力的党组织和责任
人要进行约谈，对置若罔闻、督促不
改者严肃问责；同时，要把监督记实
制度落实纳入协助党组织抓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内容，将检查结果作为党
组织和领导干部年度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考核的重要指标。

管理备查。各级党组织应确定
专人负责季度和年度《记实本》的收
集、送审工作。每季度首月5日前向
上级党组织负责人收集送审上个季
度《记实本》记录情况。年终各级党
组织及班子成员的《记实本》统一收
交上级纪委保管，作为党组织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归档资料，以备
上级检查。 文 / 王小明

省高速路政二支队

本报讯 11月22日，省高速路
政执法总队第二（宝鸡）支队召开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宣讲会，持续推进
全会精神入心入脑。

宣讲会从把握全会的精神实质、
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等方
面深入解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全会精神。会议提出，要把学习贯
彻全会精神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学
习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结合起来，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
实事”活动，切实以全会精神指导全
工作实践；要坚持集体学习和自学
相结合，通过学习强国平台、支部书
记带头宣讲、撰写心得体会、集体研
讨等方式全方面进行学习，迅速掀
起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热潮；要结合
工作实际，以全会精神为指导，对照
个人工作和年度目标，聚力破解高
速路政执法领域的“硬骨头”问题，增
强在新体制下的工作信心，克服“本
领恐慌”，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转化
为推动高速路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的
实际行动。 （高艳妮）

宝鸡交通执法支队

本报讯 11月22日，宝鸡市交
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召开理论学习
会，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全文学习全会公报。

会议提出，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
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扎实有效推进学
习贯彻；要通过学习，深刻了解党的
百年奋斗历史意义，进一步提高“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更加紧密的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把学习活动与交
通综合执法工作紧密结合，以高度的
政治自觉，强烈的责任担当，扎实的
工作作风不断加强执法队伍建设，锻
造一支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
化的高素质交通综合执法队伍，切实
提高群众满意率。（闫朝旭 毛永强）

商南公路段

本报讯 近日，商南公路管理段
召开专题会议，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安排部署近期重
点工作任务。

会议提出，要把学习和贯彻全会
精神作为当前首要的政治任务，迅速
掀起学习宣贯热潮，要做到学深悟
透、融会贯通，用好理论武器指导实
践工作。要以全会精神为指导，做好“树正气重实干
提效能”深化作风建设活动、疫情防控、“两拆一提
升”路域环境专项行动等工作；要对全年目标任务发
起冲刺，统筹兼顾推动养护管理、路政管理、安全生
产、主题党建、乡村振兴等各项工作顺利实施，确保年
度各项工作圆满完成。 （李 军 冯秀隆）

武功公路段

本报讯 11月17日，武功公路管理段党支部召
开理论中心组学习扩大会，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

会议提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
首要政治任务，把学习全会精神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来陕考察重要讲话和党史学习教育
等结合起来，重点学习《公报》和《决议》，分阶段的开
展交流研讨，全面系统学习领会全会精神的丰富内涵
与核心要义，做到学深学透、学以致用；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党的基本理
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王 东）

商州公路段

本报讯 11月22日，商州公路管理段召开专题
会议，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会议提出，要学深悟透全会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核
心要义，通过深入养护班组、施工一线开展形式多样
的宣传活动，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公路养管高
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在提升列养
公路养管水平、全力保障公路安全畅通、创建和巩固
美丽干线公路等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 （刘国强）

彬州公路段

本报讯 11月18日，彬州公路管理段党支部召
开党员（扩大）会议，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

该段党支部提出，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同深
化党史学习教育结合起来，领悟好全会精神的丰富
内涵与核心要义，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全会精神转化为推进
当前公路工作的强大动力，对全年各项工作任务进
行认真梳理，确保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要以全会
精神为指导，切实抓好常态化养管、安全生产、疫情防
控、拓展服务、防滑保畅等方面工作，确保全年工作顺
利完成。 （王争光）

大湾铺检测站

本报讯 11月22日，212省道宝鸡大湾铺超限运
输检测站党支部认真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

会议提出，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学深学透，加强学习交
流，创新学习形式、丰富学习内涵、确保学习效果，迅
速掀起学习热潮；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落实到抓好当
前工作上来，落实到疫情防控要求措施上来，对标对
表年初工作要点，查缺补漏、加力推进，确保全年各项
工作任务圆满完成。 （闫春红）

近日，省高速公路路政执法总队第十（商洛）
支队举办“健康聚合力 阔步新征程”冬季越野赛
活动。比赛中，大家斗志昂扬，奋力拼搏，你追我

赶，充分展现干部职工竞争意识、团队精神和良
好精神面貌，激发干事创业的热情，增强战斗力
和凝聚力。 文 / 图 张 春

陈仓公路段
开展信用交通宣传

近期，陈仓公路管理段积极开展“诚实守信 一路
畅行”主题信用交通宣传月活动，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论
述和交通运输部的决策部署。并利用国道线上的
LED显示屏播放信用宣传标语，路保人员利用上路巡
查及案件处理环节发放传单，全面提升社会大众对信
用交通建设的关注度和认同感。 文 / 图 王高燕

咸阳市12328热线
获市级“巾帼文明岗”称号

本报讯 近日，咸阳市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
热线被咸阳市妇联授予“巾帼文明岗”荣誉称号。

咸阳市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现有职工
20人，女性职工14人，占比70%。热线开通以来，始
终秉承“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工作精神，每位女职工
在工作中以身作则，严格践行服务承诺，认真倾听群众
所思所想，着力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在自然灾
害和社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反应迅速、勇于担当，有
效解决群众出行难题，受到社会群众的好评，在平凡的
岗位上展现巾帼风采。截至目前，热线累计接听群众
来电近7万次，主要解答群众对交通运输行业的信息
咨询，受理行业投诉及意见建议。 （李忠诚）

陕西路桥集团
获得全国公路“微创新”铜奖
本报讯 近日，在中国公路学会举办的第四届全

国公路平安百年品质工程论坛上，陕西路桥集团创新
成果获得铜奖。

此次大赛是中国公路学会为推动公路技术、工法、
工艺实践，鼓励创新、参与创新，提升施工作业标准化、
专业化水平，助力公路技术进步而举办的第二届全国
公路微创新大赛，全国共有449项成果参加大赛。经
专家初评、终评，陕西路桥集团公司主持完成的“高墩
大跨连续刚构桥0#、1#块段托架预应力预压技术”创
新成果获得铜奖。 （朱其涛）

高速延长公司
开展党史党纪知识竞赛

本报讯 近期，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高速延长
公司组织全体员工积极参加省国资委系统党史、党
纪、法规知识竞赛活动。

此次知识竞赛采用线上答题的形式，设置单选
题、多选题及判断题，限时60分钟。截至11月17日，
该公司参加党史、党纪、法规知识竞赛78人。通过活
动，在全体干部员工中掀起党史学习热潮，进一步加
深干部员工对党史的认识理解和对党纪法规的掌握，
增强纪律意识、廉洁意识和法纪意识，让党的纪律入
心入脑，做到知行合一，要求干部员工以实际行动在
各自岗位上“书写担当、彰显作为”。 （范雅琦）

黄土高原上的坚守与奉献
—— 走近沙漠通衢绥定高速的养路工

文 / 王 雪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记实工作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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