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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京昆高速（蒲城至西安段）改
扩建实施交通分流管制以来，与之
相邻的西安外环高速新市收费站
货车流量明显增加，大件运输车
流量急剧增多，收费站内外广场
大件运输车辆排队待检导致广场
拥堵时有发生。针对此情况，西
安外环分公司新市收费站积极对
照实际想办法、精准研判想对策、
攻坚克难出实招，开通并公布站长
服务热线，助力大件运输车辆快捷
通行。

用数字说话，精准研判流量特
征。收费站通过综合比对分流前后
及去年同期客货车流量、征费额等
数据，梳理总结出三项特征：相比于
出口，入口大件运输车流量增长更
为明显。5月19日至6月5日，入口
大件运输车同比增长300%，环比增
长126%，其中需监护大件运输车、
几何尺寸超限车均有所增加，车证

不符劝返类大件运输车明显增多。
入口大件运输车较多见于日间，出
口大件运输车较多见于夜间。大件
运输车有集群性、车队型运载特征，
多数大件运输车辆来源于同一场
站、园区。

用行动说话，开通站长与大件
运输车直通热线。鉴于大件运输车
辆的以上特征，收费站通过散发《大
件运输车通行告知卡》的形式，向过
往司乘公布站长预约、咨询服务热
线，说明大件运输车辆限行标准、预
约通行措施及其他要求。站长服务
热线的开通，建立起大型场站园区
与收费站、运载人与收费站的沟通
桥梁，使其能提前确认收费站限行
标准、通行高速所需资料、需联络的
业务单位等内容，提高了大件运输
车通行效率，减少了大件运输车劝
返量，降低了收费站拥堵频次。同
时，需要拆卸、迁移收费设施的超大

件运输车辆，到站前可与收费站提
前“预约”通行时间，从而减少排队
等待时间。

用效能说话，多方高效协作全
心服务大件运输车辆。开通站长服
务热线的同时，收费站还采取了预
检的方式，即外勤人员提前引导大
件运输车辆停靠在广场宽阔区域，
测量几何尺寸、核查车辆信息、询问
通行信息、留存相关资料，预检合格
后再进入车道，降低车道通行压
力。此外，收费站制定京昆高速分
流期间通行保畅方案，对大件运输
车辆通行收费站可能出现的各类状
况进行分析研判，制定可行的应对
措施。积极与路政、交警等部门沟
通，通过微信群、电话联系等方式，
畅通联络渠道，互通政策要求、通行
状况等信息，必要时联动多方高效
协作，助推大件运输车辆快捷有序
通行。 文 / 马丽敏

6 月 10 日，省交通运输工会和
海航航空旗下长安航空联合举办技
能大比武活动。此次活动以“提升
安全品质，争当技术能手”为主题，
涉及飞行、客舱、安保、签派、机务、

地服六类民航一线工种，包括主题
演讲、安全知识竞答、应急情景模
拟、团队协作能力测试、职业形象及
技能展示等环节。选手们高标准、
高质量地完成各组项目，展示出过

硬的技能水平、显著的训练成效和
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此次活动对
提升员工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具有重要意义。

文 / 图 张 爽 周珊珊

扶风公路段

本报讯 近期，扶风公路段多措并举抓好当前
安全生产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路
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该段严格落实车辆维修保养和班前车辆检查
制度，杜绝车辆带病作业。不定期检查职工上路标
志服帽穿戴、安全标志摆放等，提高职工安全意
识。加大对管养公路、桥涵设施、安保设施、高危边
坡等排查力度，消除隐患。执行24小时值班、重大
突发事件即时报告和节假日信息报送等制度，高效
处置突发事件，做到事件有记录、处理有结果，确保
安全生产工作群防群治、万无一失。 （史晓丽）

山阳公路段

本报讯 近日，山阳公路段启动安全生产月
活动。

该段制定活动实施方案，组织观看电视专题片
《生命线》，并对近期安全生产工作重点进行部署，
提高职工对安全工作重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的认
识，夯实安全生产根基。同时，聚焦公路养管安全
重点，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道路交通隐患排查治
理、养护生产安全防范、路域环境综合整治等工作，
全力保障公路安全畅通。以此次活动为契机，通过
补漏洞、强担当，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守护平安
出行路。 （朱 婷）

商洛公路局机械站

本报讯 日前，商洛公路管理局机械站压紧压
实安全生产责任，增强职工安全生产意识。

该站要求各科室、各项目部将结合自身实际，
推进安全生产月各项活动，落实安全生产十五条措
施。宣传贯彻《安全生产法》，举办安全宣传“五
进”、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让安全生产入脑入心践
于行。同时，组织应急演练、知识技能培训和安全
生产警示教育，加强问题隐患和反面典型曝光，提
升安全生产整体水平。 （张建康 韩 娟）

终南山隧道管理中心

为掌握应急救援值班室穿洞引风给氧工程设
施设备运行状况，6月8日，西镇分公司终南山隧道
管理中心联合西安水务引乾济石管理公司进入输
水隧洞开展 18 公里长隧安全隐患排查。此次联
合巡查活动紧扣“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保障西镇
高速安全畅通奠定了良好基础。文 / 图 吕 涛

西张堡收费站
做好收割机通行保障

本报讯 夏收时节，西长分公司西张堡收费站
迎来大批运送收割机车辆。针对此情况，该收费站
全力做好通行保障工作，确保惠民政策落实到位。

该站各班组增加外勤力量，针对收割机“季节
性、集中性”等特点，在车辆高峰期由外勤引导车辆
由“绿色通道”专用车道快速通行，避免车道拥堵。
同时，要求车道坐道人员严格按照“收割机、插秧
机”放行要求，在“快快绿通手机”将收割机车
辆信息录入系统，确保资料完整、详实，为收费
站绿色通道车辆惠民政策数据整合提供详实的
参考。针对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源头的特殊性，
要求员工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同时，对疫区车辆通
行介质CPC卡进行多次消毒，将防疫措施落实落
细到人。 （雷 娜）

安康交通执法支队
完成“龙舟节”水上安保工作

本报讯 今年“龙舟节”期间，安康市交通运输
综合执法支队海事航务大队积极做好龙舟竞渡水
上安保工作。

该支队成立水上安保指挥部，全面了解船舶技
术状况，船舶驾驶员、水手基本情况，警戒船、禁航
船、转折船到位情况，警戒线、警戒旗设置等情况。
在水上安保巡查中，及时纠正违规现象，并联络救
援船只4艘，确保龙舟训练人员水上安全。活动期
间，共开展水上安全执法巡航16余次，现场纠正违
规行为4起，向龙舟竞赛部发送《关于加强龙舟训练
期间安全管理工作的函》1份，为活动成功举行提供
了安全保障。 （张金宝 刘 欣）

镇安公路段
部署防汛保畅工作

本报讯 近期，镇安公路段提前部署防汛保畅
工作，确保管养道路安全度汛。

该段优化完善应急预案，成立防汛领导小组和
突击队，对桥梁、涵洞、路基构造物以及易滑坡、塌
方、泥石流等路段进行重点排查，对登记造册的易
水毁路段实施监测，及时处置存在的安全隐患。加
大对四类危桥的观察力度，在危桥两侧设置醒目的
限速、限载标志，安排专人定期观测病害发展情况，
严格落实各项防范和应对措施。同时，密切关注天
气变化，做好抢险机械的检修和防汛物资储备工
作。严格执行24小时值带班制度，随时了解道路
状况，筑牢汛期安全底线。 （郑建蘋 潘 妮）

蒲城公路段
推进公路养护生产

本报讯 近日，为落实疫情防控工作相关要
求，保证干线公路养护生产稳步推进以及国省干线
公路的安全畅通，蒲城公路段采取有效措施，紧密
安排部署，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养护生产。

该段组织全段职工做好定期核酸检测，加强内
部人员管控力度，做到非必要不外出。加强疫情
防控科普知识宣传，提高群众防控意识。同
时，认真开展日间巡查、夜间巡查，建立隐患台
账及整治方案，针对性地对病害进行整治。推
进路域环境整治，组织养护人员清扫保洁路
面，整修路肩边坡，清理水沟涵洞垃圾营造良好的
路容路貌。 （白端丽 党胜峰）

勉县管理所
研制路面标线清洗设备

本报讯 日前，为解决高速公路路面标线清洗
难度大、效果差且费时费力的问题，西略分公司勉
县管理所自主研制手推式路面标线清洗车，达到降
本增效的目标。

手推式路面标线清洗车，由动力系统、清洗系
统、主体架构三大部分组成，通过装备脚轮推动主
体架构向前作业，自身装配水箱，可携带充足清洗
水源。汽油发动机带动清洗滚刷和小型水泵，利用
动力传送的方式，将清洗水通过水泵和高压喷头喷
向标线，滚刷高速旋转实现快速清洗，清洁效果良
好。经实测应用，路面标线清洗速度由原来的
0.77公里/小时提升至1.66公里/小时，与传统清洗
方式相比，每季度可节约费用1000元，且操作简
单、易维修保养。 （孙 昭）

大荔公路段
开展防汛应急演练

本报讯 为保障入汛后公路安全畅通，日前，
大荔公路段联合汉村收费站开展防汛应急抢险
演练。

演练模拟242国道K1189+800左侧受到雨水
冲刷，公路高边坡出现缺口，急需抢修的突发情
况。全体参演人员第一时间奔赴水毁现场，在详细
勘验现场制定抢险方案后，立即投入抢修作业。机
械运土、人工装袋、回填夯实、质量验收各环节紧张
有序，配合默契。经过2个多小时的连续奋战，2处
水毁缺口被成功封堵。此次演练共出动人员50人
次，车辆8台次，回填土20余立方米。 （姚建兴）

新市收费站：

开通站长服务热线 助力大件运输车快捷通行

长安航空举办技能大比武

为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
振兴和“四好农村路”建设的重要指示精
神，今年以来，渭南市农村公路服务中心
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促进乡村振兴总要
求，创新开展与农村公路发展紧密联系
的“产业、文化、生态”三路建设活动，进
一步发挥交通“先行官”作用，全力打造
具有渭南特色的农村公路样板路、精品
路、网红路。

4月6日，渭南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
农村局、市委文明办、市乡村振兴局印发
《关于联合开展乡村振兴“三路”建设的通
知》，随文下发《渭南市农村公路“产业、文
化、生态”三路建设实施方案》，方案中聚

焦农村公路“品质高、网络畅、服务优、路
域美”发展目标，强化“质量过硬、路通民
富、出行便利、绿化优美、路域和谐”导向，
大力推动“农村公路+”模式，加快乡村产
业、文化、生态等多元化融合发展。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
色发展之路。坚持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
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坚持创新乡村
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渭南市“三
路”建设内容涵盖质量基础牢固可靠、管
理养护规范高效、路域环境协调优美、群
众出行安全便捷、“公路+产业、公路+文
化、公路+生态”成效显著等五方面内容。
所辖各县按照“富裕生活—产业路、诗情
画意—文化路、青山绿水—生态路”3项主

题进行申报。
产业路着重发挥农村资源优势，带动

特色种植业、休闲农业、现代农产品加工
业、乡村手工业、绿色建材、红色旅游、乡
村旅游、康养和乡村物流、电子商务等乡
村产业资源，增强乡村产业竞争力，助力
乡村产业化发展。

文化路突出“乡土意识”，体现“乡土
味、乡风情”，将乡土特色结合美学价值带
入到农村公路建设中，以体现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为目
的，弘扬红色文化，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
文化，助力农村文化活跃繁荣发展。

生态路立足本地自然资源禀赋，尽量
避免用“城市美”去代替“乡村美”，将资源

节约、环境保护理念贯穿到农村交通发展
的各领域各环节，注重保护山水林田湖
等生态系统，以最美农村路体现公路整
体与自然生态和谐发展，有效助力美丽乡
村建设。

按照县级申报、市级终审和公示发布
的程序，“三路”申报活动每年举办一届。
渭南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季度检查指导和
实地初审，市级专家组进行终审。通过的
路线由市局联合市农业农村局、市委文明
办、市乡村振兴局进行发布，并按照主题
进行命名，市局通过“以奖代补”按照每公
里5万元标准给予补助，市农业农村局、市
委文明办、市乡村振兴局给予政策指导、
资金或项目支持。

文 / 图 高 超

渭南农村公路服务中心：

“产业、文化、生态”三路建设促进乡村振兴

筑牢安全防线
当好第一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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