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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铜川公路局认真贯彻“综合
交通、智慧交通、绿色交通、平安交通”建
设新要求，以构建“畅、安、舒、美”公路交
通环境为中心，以提升公路养管水平和服
务质量为宗旨，对照“公路设施美、养护管
理美、路域环境美、出行服务美、行风人物
美”五美标准，不断深化改革和创新发展，
通过地方政府和社会各方力量，多措并
举，开展美丽干线公路创建工作。截至目
前，公路局辖养的161.758公里普通国省干
线公路全部建成美丽干线公路，为全省美
丽干线公路创建工作提供了“铜川经验”。

政府主导 机制推动

齐抓共管建机制。建立“政府主导、
部门联动”工作机制，成立由分管副市长
任组长，市级部门和区县为成员的市路域
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
室。按照任务承担率、完成率、优质率和
月度工作指令任务实行督查考核和通报
奖评，确保奖补资金用在关键处，有效解
决公路两边乱停乱放、带泥上路、平交道
口坑洼、路宅不分等难题。

路警联动强合力。在全省率先开展
路警联合执法，抽调公安交警和路政执法
人员联合组成整治公路货车违法超限超

载稽查队，采用“四班三运转”的运行模
式进行24小时不间断布控。建立违法运
输车辆“一超四罚”和“黑名单”制度，按照
各自工作职责和操作流程，源头企业由路
政、运政联合约谈，重大事案联合处置，处
置结果定期核对，铜川国省干线超限率稳
定保持在0.2%以下。

借势发力净环境。依托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针对以往跟踪盯梢、闯站、暴
力抗法的行业乱象，配足配齐超限检测执
法装备，加强证据搜集固定，对涉黑涉恶
等人和事第一时间上报市扫黑办处置。
近三年来，依法打击处理45人，行业乱象
得到有效遏制，路域社会环境持续向好。

路地共建 智慧便民

坚持路地共建。落实部门“属事”责
任和区县“属地”责任，调动发挥区县政府
工作积极性，着力破解创建工作中的资金
不足、征地难等问题。

坚持还路于民。加强与地方政府合
作，以公路沿线开发的旅游景点、农家乐
等项目为依托，在210国道、342国道、耀
旬公路沿线建成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景
观节点20处，为游客和司乘人员提供如
厕、休息、停车服务，并在每个停车区设置

交通指南二维码，游客只需扫码就可以了
解下一个停车区的详细信息和附近旅游
景点情况。

坚持让利于民。在确保安全的情况
下，在公路沿线规划设置农副产品销售
点，最大程度让公路红利惠及沿线群众。
在治理追车兜售等不安全现象的同时，带
动群众增收致富，进一步丰富拓展了美丽
干线公路的创建内涵。

统筹谋划 科学规划

坚持系统思维，一体规划建设。依托
实施210国道改扩建项目，同步高质量完
成耀州公路段、市公路试验检测中心、崔
仙服务区、黄堡养护站的规划设计和施工
建设。

坚持绿色发展，完善公路生态。依托
实施生态修复项目，在210国道川口至青
岗岭沿线、210国道至延西高速新区出口、
锦阳湖连接线区域等，精心打造成融功能
性、生态性、文化性为一体、披绿挂彩的绿
色生态廊道，树立“全域旅游、全景铜川”
新形象，受到群众广泛好评。

坚持寓建于护，着力提质增效。依托
养护项目购置清扫设备，在210国道、耀照
旅游公路等重点路段推行干线公路城市

化养护，制定养护作业标准和道工作业规
范，机械清扫率达到100%，保证公路的畅
洁绿美安舒。

完善设施 拓展服务

积极实施安保工程。积极争取省上
大中修工程项目，实施路面“白改黑”工
程，提高行车舒适度。通过承建政府项
目，对沿线老旧护栏实施加固美化，在高
边坡、高路堤安装钢板护栏，加装缆索防
护、旋转护栏和轮胎护栏，提高路况及防
护水平，确保行车安全。

大力实施美化绿化工程。在城区路
段实施路宅分离、绿化美化，在山区路段
实行野草籽和野花籽混播，降低管护成
本，达到三季有花四季常绿，实现山体和
路的自然融合，打造人在画中行、车在景
中游的行车美景。

努力拓展服务功能。高标准建设210
国道崔仙服务区和宜君彭镇服务区，在服
务区安装充电桩，同时加密服务点，将公
路沿线养护站、超限检测站、公路段以及
路地共建的景点免费对外开放，在公路沿
线加油站提供停车服务，为群众出行提供
更加便捷的服务，生动诠释了“铜川公路
用心服务”的行业理念。

“五一”期间，白泉分公司石泉管理
所针对车流量较大的情况，安排安全路
产股备勤人员、应急救援人员在各收费
站外广场协助收费站做好车辆指挥疏
导工作，节日期间未发生拥堵现象。同

时，安排专人做好政策、路况、周边旅游
景点等咨询服务，发放畅游石泉和畅行
三秦瀛湖景区首届高速车主节宣传单，
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优质的服务。

文 / 图 高 馨

“五一”假日期间，西长分公司礼泉管
理所抓细抓好交通服务保障工作，顺利实
现“车辆安全通行、道路畅通有序、服务
便捷高效、应急处置迅速”的工作总目标。

强化路貌整治 抓好隐患病害预防

“假期前，我们每天几乎有近10个小
时是在路上的，现在我们的重点工作是汛
前排查和道路病害排查处置，由于很多病
害隐患比较隐蔽，需要徒步攀爬边坡、水
沟和隧道。”管理所养护股股长说。

“五一”假日伴随汛期一起来临，大大
增加了养护人员的工作量。4 月 15 日
至 28 日，养护股开展了为期 13天的重
点路段和重要部位防汛大排查大清
理。养护人员徒步检查水毁修复工程状
况，排查永寿梁隧道、六十里梁隧道沉沙

井、洞顶排水渠淤积，细致查看沿线高边
坡路段排水系统使用状况，夯实了道路通
行保障基础。

防汛工作要到位，病害处置也不能敷
衍。为确保道路安全畅通，养护股开展为
期一周的桥梁安全隐患集中排查整治专
项行动，提升了道路通行能力。此外，养
护股还以“突出绿化管护，打造绿美路段”
为主题，开展路容路貌专项整治工作，对
主线、互通、站区绿植进行修剪、打草，为
过往司乘提供舒适靓美行车环境。

开展交通安全宣讲 夯实联动基础

“高速公路车速快，行人进入易受伤；
隔离护栏别翻越，发生事故不得了；高速
路旁别堆积，引发火灾危害大……”为强
化道路安全保畅工作，4月25日，管理所

路产巡查人员深入辖区村庄，开展“提升
意识，保障安全”节前交通安全宣传主题
活动。活动中，路产巡查人员通过现场宣
传、发放《交通安全知识》手册等方式，面
对面地向群众讲解交通安全知识，引导
群众养成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的习
惯。同时，利用村委会“大喇叭”，广播
自编的交通安全顺口溜，为辖区路段的
便捷、高效、安全通行营造了良好的舆论
氛围。

4月26日，安全路产股联合养护、高
速交警开展道路安全隐患专项排查，对所
辖路段的安全防护和警示标志进行细致
查看，对破损的标志标牌、隔离栅、防护设
施造册登记，确保节前更换补充到位。4
月27日，管理所联合礼泉县公安局召开企
地共建座谈交流会，共同商讨辖区路段交
通保畅和疫情防控重点工作应对举措，进

一步夯实保畅联勤联动基础。

常抓疫情防控 强化服务靓化环境

“请您佩戴好口罩，提前出示行程码
和健康码，排队有序通行……”4月29日，
乾州收费站员工正在逐车提醒每一位从
窗口经过的司乘落实防疫要求。假期，人
员流动密集，车流量增大，各收费站在做
好员工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要求各班组
每天早上接班后及时与站区疫情防控部
门联系沟通，掌握最新疫情防控政策。同
时，采取有效措施强化服务保畅工作，每
日在车流量较少的夜间安排网络安全员
对车道设施设备和网络通讯进行维护
排查，确保收费运营工作顺利开展；对
收费广场服务亭应急物品进行检查、清
点和登记，并按照缺口补充完善，保证过
往司乘的使用需求；开展站容站貌清理整
治工作，持续靓化站区环境，展示窗口靓
丽形象。

节日期间，管理所组织缓堵保畅6次，
累计救助故障车辆10车次，服务司乘278
人次，充分展现了“服务司乘、奉献社会”
的良好对外形象。 文 / 张小红

记者 张智勇 通讯员 寇军平 梁 妮

打造“五美”干线公路
—— 美丽干线公路创建的“铜川经验”

强化举措保畅通 服务高效展形象
—— 礼泉管理所“五一”交通服务保畅工作侧记

商州公路段
组织路政宣传月活动

本报讯 为增强公众爱路护路意识，连日来，
商州公路管理段紧扣“守护公路安全、争当服务先
锋”主题，组织路政宣传月活动。

该段立足路政队伍自身建设现状，强化涉路法
律法规“补课”和队列排练、交通指挥、事案查处“集
训”。将现场定点宣传与巡回流动宣传相结合，通
过设置咨询台、悬挂横幅、回答问询等形式，开展

“送法送教育上门”活动，有效提高道路法律法规知
晓率。推进公路“打非拆违”整治行动，坚决遏制
车辆超载抛撒滴漏危害公路，引导车辆合法装载，
规范营运。 （刘国强）

秦岭管理所
首创隧道群处突推演图

本报讯 为提升应急处置和安全运营水平，今
年，西汉分公司秦岭管理所整合各方资源，首次研
制“秦岭特长隧道群应急处突推演图”。

该图结合车道分布、应急配置，按1：10000的
比例，将秦岭隧道群进行了微缩，涵盖了秦岭一、
二、三号隧道及隧道内车型横洞、开启高度、人行横
洞、紧急停车带、桥梁、管控点、秦岭管理所6类图
标。同时，针对突发事件细化事件处置流程，匹配
警车、路政、消防、清障、等施救车辆模型及各类
车辆行车路线、疏散指向标。推演图可以对事
故现场处置流程进行模拟，使各环节人员掌握整
套操作流程，有效提升了突发事件处理的系统性和
科学性。 （高 飞）

富县公路段
整修荒废道班

本报讯 近期，富县公路管理段响应美丽乡村
建设号召，对废弃多年的老旧道班进行整修清理。

茹子道班荒废多年，院落杂草从生，门窗破损，
窑洞侧墙及院墙垮塌，垃圾成堆，环境卫生极差，不
仅有损美丽干线公路形象，还存在严重的安全隐
患。为提高整修效率，该段安排小型挖掘机1台、自
卸车3台、打草机3台，干部职工30余人，对道班院
落进行彻底清理打扫，并对垮塌围墙及窑洞侧墙进
行维修。下一阶段，该段将继续配合相关部门，对
该道班进行高标准整治。 （王 雷）

官池检测站
处置突发事件

5月7日，渭南出现大风天气，242国道阳村渭
河桥北300米处道路东侧一棵大树被大风吹倒。官
池超限运输检测站组织人员赶赴现场，和沿黄公路
段、大荔县交通综合执法大队人员共同对现场进行
清理。经过1个多小时的奋战，道路恢复畅通。

文 / 图 杨 辉 王宏田

临潼公路段
拆除非公路标志牌

日前，临潼公路管理段对108国道斜口段姜沟
立交桥西边的非公路标志牌进行拆除。拆除前，路
政人员提前摆设安全警示桶，疏导现场交通。在确
保现场安全的前提下，采用氧割设备拆除、大型吊
车和人工辅助的方式，拆除2块大型标志牌，保障了
群众的出行安全。 文 / 图 李 鑫

韩城农村公路事务中心
整治路域环境

本报讯 连日来，韩城市农村公路事务中心结
合春季“养护大比武”和“查改同步走、路畅行无忧”
活动，以路面病害治理和安全隐患整治为重点推进
农村公路路域环境整治。

该中心组织养路队清扫路面，清理边坡塌方落
石、路肩杂草，疏通排水设施，保障路面整洁美观、
排水系统畅通无阻。增加公路巡查频率，及时查处
乱堆乱放、占道经营等行为，加大乱埋、乱挖、乱建
等涉路事案查处力度，依法维护路产路权。同时，
在事故多发路段增设标志标牌，利用沙袋围挡水
毁路段，填补路面坑槽、裂缝、沉陷等病害，确保行
车安全。 （韩俊哲）

“五一”期间，西禹分公司加强
与疫情防控部门的沟通协调，开展

“两码一检”查验，实行客货分流，强
化收费站区现场车辆指挥疏导，保
持了良好的通行秩序。同时，设立

志愿者服务台，为司乘人员免费提
供便民服务 800 余次，做好线路指
引、政策咨询等服务。贴心热情的
服务赢得了司乘人员的一致点赞。

文 / 图 孙 涛

小长假期间，西宝分公司杨凌管
理所根据所辖路段和站点通行流量的
变化，增加收费现场保畅力量，确保车
辆快速通行。在免费车道两侧摆放锥
形桶，规范车道秩序。做好对 8 座、9

座载客车辆的监管，避免通行费流
失。加强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四查一
登记”，实现“保畅”与“防疫”齐头并
进，“服务”与“安全”双线并行。

文 / 图 王 娟

“五一”前夕，西安绕城分公司
绕北管理所组织人员打扫站区卫生，
彻底清理死角，确保环境整洁美观。
按要求做好免费阶段纸质通行卡的
发放、回收管理工作，按时恢复收

费，实现了小型客车免费时段与缴
费时段平稳过渡衔接。节日期间，紧
急处置一起车辆起火事件1次，帮助
司机更换备胎18次，为司乘提供工具
等帮助40余次。 文 / 图 张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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