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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记 者 安 立
广）5月7日晚，省交通运输
厅党组书记、厅长王海鹏主
持召开厅党组（扩大）会，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和李克强总理批
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全
省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电
视电话会议精神，安排部署
厅系统专项整治工作。

会议强调，一是要提高
认识，增强使命感。自建房
安全专项整治是践行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的必然要
求，是应对风险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尽责的必然要求，
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要求。二是要抓实工作，增
强责任感。要消除隐患，明
确工作重点和责任，省厅将
建立专项整治领导机制，成
立专班负责指导、督查、协
调厅系统专项整治工作，厅
直各单位要切实担负起主
体责任，同时配合好地方政
府工作。三是要立即行动，
增强紧迫感。要迅速全面
排查，做到心中有数，建立
工作台账，做好清单；要边
查边改，做到心中有底。各
单位要建立机制，成立专
班，工作要形成闭环管理，
要抓实抓细抓紧。

厅领导，厅三总师，厅
机关有关处室负责同志，厅
直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参
加会议。

本报综合消息 为推进民航服务规
划顺利实施，国家民航局自5月1日起开
展为期 8个月的 2022 年“民航服务规划
实施年”主题活动，推动民航服务工作高质
量发展。

今年主题活动旨在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创新服务产品，优化服务流程，改善旅
客出行体验，加快打造中国民航服务品
牌。工作目标为：《“十四五”航空运输旅客
服务专项规划》落地实施、有序推进；全年
国内客运航空公司航班正常率稳定在80%
以上；为群众办实事等重要服务举措取得
实效；服务质量治理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

有品牌影响力的服务产品不断涌现；旅客
服务体验进一步改善。

主题活动重点着眼于将“为群众办实
事”常态化，持续提升航班正常管理能力，
推广“人享其行”的智慧出行服务，加强民
航服务质量治理能力建设，持续深化中国
民航服务品牌建设五项主要内容。其中，

“为群众办实事”常态化将继续推出精准缩
短航段时间、提升中转服务的便利性、减少
航班临时取消、提升旅客出行效率、推广行
李门到门服务、创新机场餐食服务6件实
事，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对民航服务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安 闻）

省道路运输中心

本报讯 5月7日，省道路运输中心传
达学习省厅党建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精神，安排党建暨党风廉政工作。

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厅党建工作会
议要求，以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持续巩固党史学习教育成果，统筹推进中
心党建各项工作，全力建设模范机关，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重点抓
好六个方面工作：一是聚焦“两个维护”，旗
帜鲜明讲政治；二是聚焦淬炼党性，不断提
高工作能力和水平；三是聚焦守正创新，持
续提升党组织战斗力；四是聚焦担当作为，
强化干部队伍建设；五是聚焦弘扬新风，着
力提升宣传和精神文明创建水平；六是聚
焦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作
风建设。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解决好
“怎么看”的问题，既要看清党中央在号召
什么，也要看清厅党组的引领方向和前
行业面临的形势是什么；抓住重点环节，

解决好“怎么办”的问题，即党委抓总牵
头办、支部逐项细致办、问题导向干中
办；注重工作实效，解决好“怎么抓”的问
题，要做到抓示范引领，抓作风担当，抓
守正创新。 （孙钰科）

省交通运输技术中心

本报讯 4月29日，省交通运输技术
中心召开党员大会，传达学习省厅2022年
党建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研究
贯彻落实举措，中心领导对进一步抓好支
部党建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会议指出，省厅2022年党建暨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会议为做好中心年度党建和党
风廉政建设以及各项业务工作提供了具体
行动指南。要深入学习贯彻厅党建暨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对标中心年度党
建目标，用心思考谋划和细化制定贯彻落
实的措施办法，切实推进党建暨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落到实处。要把贯彻会议精神与
抓好年度目标任务完成紧密结合起来，不
断推动党建与业务的深度融合，以高质量

党建引领中心高质量发展，努力推进各项
工作稳步向前。要对照党风廉政建设任务
和要求，坚持不懈强化纪律执行，着力提升
从严治党工作实效，促进中心党风廉政建
设再上新台阶。 （刘沂占）

省交通运输研究中心

本报讯 4月28日上午，省交通运输
研究中心召开专题学习会，传达学习省厅
党建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安排
部署相关工作，高标准高质量推动中心党
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会议精神作
为中心当前党建和党风廉政工作的重点，
加强政治引领，切实加强理论学习，坚持集
中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持续巩固党史
学习教育成果，全面提升党性修养。要加
强支部建设，加快研究制定中心2022年党
建精神文明要点，指导中心党建工作开
展。要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党员积分制
管理、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
推进中心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并充分

利用“1+1+X”主题党日活动、过政治生日
等活动，进一步丰富活动载体，提升中心支
部活力。要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强
作风纪律建设，每名党员干部要把“勤快严
实精细廉”作为指导工作的标准，持续改进
工作作风。 （马 欣）

厅港口服务中心

本报讯 4月29日，厅港口服务中心
党支部召开支部党员大会，认真传达学习
省交通运输厅2022年党建暨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会精神，并结合中心工作实际抓好
贯彻落实。

会议提出，要充分认识新时代抓好党
建、党风廉政工作的重大意义，认真学习领
会和贯彻省厅党建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
议精神；要在集中学习会议精神的基础上，
强化自学，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自
觉，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意义；要深
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建设和反腐斗争，凝
心聚力，真抓实干，为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
增砖添瓦。 （古文慧）

本报讯 “五一”假期，全省公路车流量较平日大
幅增长（高速公路45%，普通干线公路22.46%），同比
2021年高速公路下降明显（42.32%），普通干线公路
略有下降（0.13%），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未发生重大突
发事件。

4 月 30 日至 5 月 4 日，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
636.13 万辆，日均 127.23 万辆，较 2021 年下降
42.32%，较2020年下降26.79%，较平日增长45%。
全省普通国省道公路网216个监测点日均交通量为
8468辆/日，较平日增长22.46%，较2021年同期下降
0.13%，较2020年同期增长18.80%；监测的16个省界
出入口站点日均交通量为4588辆/日，较平日增长
10.56%，较2021年同期下降37.40%，较2020年同期
增长9.47%；监测的20个旅游线路站点日均交通量为
7676辆/日，较平日增长18.12%，较2021年同期下降
21.08%，较2020年同期上升下降12.55%。

据统计，陕西交通服务热线累计接听来电10476
个。发送路况手机短信累计409次，共118444条，发
布微博信息361条，新媒体平台服务92529人次。电
台广播信息发布37次，转达救援93个。

（省公路局 省高速公路收费中心）
又讯 “五一”假期，全省道路客运继续严把疫情

防控关，运输市场秩序良好，各汽车客运站运力储备充
足，无旅客滞留现象。

全省道路运输市场累计投放客车57260辆，其中
班车 55754 辆、包车 1506 辆，与 2020 年同比下降
1.01%，与 2021年同比下降26.85%；累计运送旅客
177.21万人次，与2020年同比上升43.24%，与2021
年同比下降47.72%；日均投放客车11452辆，日均运
送旅客35.44万人次。客流主要方向省际以甘肃、四
川、湖北等省为主，省内以西安、宝鸡、安康等各市及各
乡镇之间中短途为主。 （陈 婕）

汉中明确干线公路年度目标任务
本报讯 4月27日，汉中市公路局召开

年度工作会，明确了全市干线公路年度目标
任务。

今年，汉中将持续加大国省干线公路精
细化养护，深化美丽路创建，全年干线公路
优良路率达到89%以上，公路技术状况指数
MQI均值达到90以上，确保全市在全省公
路养护管理中的先进地位，全年干线公路养
建工程无重大及以上质量责任事故，工程验
收合格率达到100%，单点合格率分别达到
90%以上，关键指标合格率达到95%以上；
将完成好本年度路面大中修、危桥改造工
程；按期完成省公路局下达的年度修复养护
和预防性养护工程任务，当年新发生次差路
段次年实施养护工程比例不低于80%，预防
性养护实施比例不低于5%；积极推动“交通
强国陕南交通旅游山水画卷”三年行动计
划，以打造108国道陕南风情景观走廊、留
坝旅游环线秦岭山地休闲度假走廊、秦巴深
山环生态休闲观光走廊3个品牌为重点，因
地制宜、创新理念、系统谋划，及时制定年度
实施方案，全力抓好承担任务落实。以巩固
美丽路成果、丰富美丽路内涵、开展美丽路
品质提升行动为支撑，不断放大路地共建机
制优势，全面推进3条走廊带国省干线公路
路况质量提升，绿化景观提升，配套设施提
升，服务品质提升，加快244国道留坝太白
界至武关河段46公里高质量美丽路创建
进展，着力打造路优景美，宜人舒心的干
线公路景观长廊。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等
控制指标达标，杜绝较大以上安全生产责
任事故；持续巩固提升国家卫生城市和
局机关全国文明单位创建成果，助力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组织开展先进典型
选树宣传以及第十六届“读好书、爱本
职、献交通”读书活动，立足公路行业特点广
泛开展志愿者服务。继续做好温馨职工之
家创建、困难职工救助、扶危济困和“四送”
等工作，当好职工“娘家人”，鼓励全局干部
职工在交通强国建设中争做奋斗者、创造新
业绩。 （徐立生）

5 月 4 日，咸铜分公司淳化管理所
所辖路段发生了一件“牛”事。一只体
型矫健的牛在高速公路上“悠然溜
达”，过路车辆纷纷躲闪避让，场面十
分惊险，幸亏巡查员及时发现，尝试多
种方法将牛带至应急车道，化解风险
隐患，确保了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

当日 15 时 50 分许，该所安全路产
巡查员巡查至 K506+900 处时，发现咸

阳方向一辆仓栅式货车停靠在路边，
原因是车上所拉黄牛掉落下来，黄牛
受到惊吓在车道上来回乱窜，好几辆
过路车辆都差点撞上，当时情况十分
危急。见此情景，当班巡查员张鑫、弓
瑞立即展开行动，一人向司机了解情
况并协助其控制黄牛避免安全事故发
生；一人设置安全警戒标识提醒来往
司机，做好来车方向安全提示，同时与

高速交警联系报送该处突发情况。在
等待高速交警到来期间，巡查员与司
机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经过共同努力
终于将牛赶到应急车道，并重新装回
车内，及时排除险情。货主激动地对
巡查员说：“感谢两位同志及时出手相
助，要不然一旦有车撞上，我还要承担
相应的事故责任”。

文 / 图 金 晨

长安航空获西北民航专项活动先进集体
本报讯 近日，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发布《关于

表彰西北民航“为首次乘机旅客送温暖保畅通”活动
先进集体、优秀组织奖、先进班组和先进个人的通
报》，长安航空获评西北民航“为首次乘机旅客送温暖
保畅通”活动先进集体。

2021年9月1日至12月31日，民航西北地区管
理局在辖区开展西北民航“为首次乘机旅客送温暖保
畅通”活动。海航航空旗下长安航空积极响应，主动
推出“长安首乘无忧”服务产品，通过专属值机柜台、
专人引导、优先登机、机上主动服务等一系列专属服
务，为首次乘机旅客免费提供温馨、便捷、周到的票
务、地面、空中等全流程陪伴式服务体验。体验过“长
安首乘无忧”服务产品的旅客他们纷纷表示，通过工
作人员的全程引导、讲解，享受到的不仅仅是温馨周
到的服务，也有助于掌握乘机全流程，为以后的顺利
出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张 爽 周珊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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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民航局开展2022年“民航服务规划实施年”主题活动

各单位认真学习贯彻省厅党建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精神

全省公路通行总体平稳

道路旅客运输平稳有序

有惊无险！“五一”假期高速上的“牛”事

“五一”假期

本报讯 5月9日，省交通运输厅召开
1-4月重点工作点评会暨5月重点工作调
度会，厅党组书记、厅长王海鹏主持会议并
讲话。会议听取了厅法规处、规划处、建设
处、公路处、运输处、安监处等部门重点工
作汇报，厅领导进行点评，并对分管领域5
月份重点工作进行部署。

今年以来，全省交通系统克服疫情、稳
增长的巨大压力，对照省委目标考核任务
和省《政府工作报告》、省交通运输厅工作
要点等重点工作，紧紧围绕厅党组的安排
部署，不等不靠，主动作为，强力推进各项
工作任务落实，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综合交
通投资大幅增长；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物流保通保畅有力有效；应对严重疫情积
极有为，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其他重
点任务、各项职能任务、专项任务均按计划

有序推进，取得阶段性进展。
会议要求，各部门要继续坚持目标导

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对标对表抓落实，
珍惜和巩固来之不易的工作成果，统筹做
好5月份各项重点工作。着力确保物流畅
通，依托信息化手段，加快推行全国统一通
行证网上办理、即接即办，提高效率，对有
需求的单位或个人做到应发尽发；督促各
地市限时完成物流接驳方案，适时安排验
收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求；鼓励
各地创造性开展工作，在疫情防控标准不
降低的前提下，通过优化防疫流程等方式，
努力提高道路通行效率。着力确保安全稳
定，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密切跟踪中省工作
安排，摸清所属单位公共安全底数，尽快开
展督导检查，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真正把
责任体系织牢织密；毫不放松地做好疫情

防控，强化信访维稳和应急值班值守工作，
全力确保行业安全稳定。着力加快项目建
设，对在建、暂时停工项目进行全面梳理，
查找问题，列出清单，并协调有关部门，解
决土地预审、工可审批等制约项目推进的
不利因素；加大生产要素投入，全面掀起大
干热潮，争取适度超前完成工作目标。加
快水毁工程修复工作，提高公路抗灾能力，
以充分的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汛期，保障
群众出行安全。积极与交通运输部衔接，
争取资金和政策支持；按照国家的规划要
求，出台我省综合交通立体网的规划纲要；
按照交通运输部的部署，提前谋划“四好农
村路”创建工作；按照省委要求，编制和推
进西咸阳交通设施建设一体化规划；加强
与地市对接，组织召开交通规划宣贯会议，
形成工作合力。全面梳理执法队伍中存在

的问题，查实并汇总形成具体突出清单；高
度重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
改工作，督促各地市问题整改提速提效。

会议强调，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复
杂严峻，全省交通系统要贯彻落实中央财
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抢抓机遇，
发扬勤快严实精细廉的工作作风，从严
从实加强自身建设，主动查摆不足，持之
以恒改进工作作风，以“干到实处”的担
当作为，把“三落实三提升”活动成果，切
实转化为高质量推动工作任务的具体举
措、具体行动；强化责任担当，主动查摆
不足，提升工作本领，全面落实好“六稳”

“六保”交通运输各项任务，确保上半年时
间、任务“双过半”，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打
下坚实基础。 （柴乙冲）

省厅召开1-4月重点工作点评会暨5月重点工作调度会
1-4月，全省完成综合交通投资136.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44.2亿元，同比增长4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