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1..1111..2323 星期二星期二

新闻直通车

主编主编 杜妮娜杜妮娜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仲卉王仲卉 柴乙冲柴乙冲 邮箱邮箱：：sjbsjb22b@vip.b@vip.163163.com.com 电话电话：（：（029029））8886929088869290

行驶在冬季的包茂高速，秦岭山水入
眼，公路两旁风景旖旎，叶子红黄斑驳，一
帧帧美图在车窗外流动。当你欣赏着如画
的景色时，可曾知道，有一支路政执法部门
一直在守护着这条公路，他们护路产、维路
权、保畅通，他们迎着风雪，将初心和使命
写在长路上，谱写着新时代路政人的坚持
和担当，用实际行动践行“大爱在心，为民
开路”的陕西交通人精神。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强本固基规范执法

包茂高速商洛段全长94.21公里，途
经柞水、镇安两县，全线车流量大、里程
长，桥隧占比高达60%以上，是全省挂牌
督办的事故多发路段。为保障公路安全
畅通，省高速公路路政执法总队第十支队
五大队在建队初期，按照“一年打基础、
两年上台阶”思路，以“执法阳光化、管理
规范化、服务优质化”为目标，打造了一
支规范化路政执法队伍。每月不定期开
展队列队形、指挥手势、执勤执法、安全
防护等训练，夯实基本功，提高实战力；
每周召开队务会，对执法规范、内外业管
理、案件查处、路政巡查、人员安全等进

行安排部署，使路政人员在工作上、思想
上多沟通，提高工作效率；每日上路巡查
结束后，安排专人点评工作开展情况，第
一时间完善巡查原始记录，规范内业资
料目录标签，形成规范化管理模式。此
外，大队结合工作实际，按照“干什么、练
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要求，采用集中
培训和分组学习相结合的方式，认真开
展《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陕西
省公路路政管理条例》《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文书式样》等相关法律法规学习培训，
让“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
的思维入心入脑，促进执法质量更上新
台阶。

精耕细作，一丝不苟
——重拳出击整治提升

镇安、柞水两地人多地少，沿线村民私
自违法侵占建筑控制区、桥下空间情况较
为普遍。据统计，仅包茂高速商洛段原
有违建406处，侵占桥下空间39处，短时
间内彻底恢复原状难度大。对此，大队
调整工作思路，按照“轻重缓急、有的放
矢、分类处理”的原则，即一方面遏制新
违建，另一方面会同相关单位督促整改

已存在的原有违建。9月份以来，大队以
商洛市政府开展“两拆除一提升三年
（2021-2023）行动”为契机，联合柞水、
镇安管理所以及当地村委会，对高速公
路建筑控制区和桥下空间进行实地摸底
排查，重点整治公路沿线存在的违法建
筑、违法采砂、乱堆乱放等影响公路安全
的顽疾。截至目前，共排查非法占用土
地行为4处，组织清理活动6余次，清理
桥梁下方堆积干柴、杂物12余处，垃圾
12处，乱搭乱建5处，发放宣传单160余
张，受教育群众120余人次，取得了显著
成效。此外，结合信用交通宣传月要求，
以公路安全、超限治理为切入点，大队在
巡查执法过程中，向过往司乘宣传路政
法律法规，累计制作横幅、发放宣传单200
余份，形成了良好宣传氛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联勤联动优化机制

大队开展工作以来，多次与公安交警
及沿线村镇干部沟通交流，研究商讨公路
路产安全保护事宜，建立良好的信息共
享、措施联动的工作机制。11月 12日，
大队参加了包茂高速商洛段冬季交通事

故预防联席会，就做好冬季道路交通安
全工作进行发言，倡议在一路三方的框
架下建立“优势互补、措施对接的联勤机
制”以及“多方联动、密切配合的桥下空
间联合治理机制”，进一步增强合作意
识、补位意识、责任意识，多沟通、多交
流，把工作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
整合资源，形成合力，真正做到“一条路、
一家人、一件事、一条心”。同时，大队积
极学习和借鉴优秀执法经验，按照《交通
运输执法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
要求，开展文明用语、细致服务活动，以
路域环境治理、施工监管现场、超限超
载、路政办公室等窗口为重点，践行“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文明执法理念，形
成“一敬礼、二说理、三处理”的工作流
程。同时，加强监督检查，对辱骂、殴打、
态度蛮横等行为进行严肃处理，确保文
明服务不走过程，形成文明规范的交通
执法机制。

风劲帆满海天阔，扬帆远航正当时！
借着执法改革的东风，五大队将以更强的
使命、更高的要求、更细的措施，迎接挑战，
脚步铿锵，一路高歌前行，为交通发展注入
新鲜血液和力量。

11 月 16 日，西渭分公司华阴管理
所开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综合演练。
本次演练共设置两个情景：一是疫情
防控检查造成秦东收费站出口车辆长
时间拥堵的情况，由秦东收费站牵头

协同该所安全路产股、西潼高速交警、
山西风陵渡治超站开展联动保通分流
工作，提升出口车辆通行速度。二是
车辆驶出秦东收费站时突然起火，危
及周边加油站的应急处置演练。此次

演练检验了冬季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
案的可行性，强化了部门和省际站点
之间的协调能力和沟通能力，为各项工
作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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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山检测站
通过档案管理AA级达标认证

本报讯 11月17日，刘家山超限运输检测站
顺利通过综合档案管理AA级认证。

该检测站于8月中下旬开始完善档案工作各项
规章制度，建立综合档案室，配备专兼职档案管理
员，专设档案室1间、购置档案柜2组，保证档案资料
的安全整齐存放。现共计整理保存2010年至2020
年的各类档案352卷、3682件。此次达标认证，促进
了机关档案的完整与安全。 （王娟娟 吴 晗）

黄龙公路段
抓好公路养护工作

本报讯 近期，黄龙公路管理段针对冬季气候
特点，做好公路养护各项工作。

该段抢抓晴好天气，组织人员机械修复路面裂
缝、坑槽等病害。对车流量大、事故多发路段加大巡
查力度和频率，检查路面、路肩、边沟及附属设施，
消除安全隐患。做好干桥涵日常巡查、经常性检查
和定期检查，疏通泄水孔和涵洞进出水口，检修桥
涵病害。对公路两侧边坡不平整、边沟不畅通等问
题进行整修；刷白行道树以防治病虫害。加大日常
保洁力度，清扫杂草杂物，解决冬季落叶枯枝较多
的问题，保持良好的路容路貌。 （张 帅）

枣园管理所
做好绿化管养工作

本报讯 日前，为保证高速公路两侧绿化美化
效果和管护质量，靖富分公司枣园管理所多项措施
做好冬季绿化养管工作。

该所组织养护工人在边坡、路基、边沟等区域
清理杂草、树枝、落叶等杂物。科学整形修剪，剪除
直立枝、衰弱枝、重叠枝、干枯枝等，保持较好的景
观效果；修剪遮挡标志标牌的垂枝、长枝，消除安全
隐患。进行涂白工作，涂白液中添加防治病虫害的
药物，有效减少病虫害。对耐寒性较差的苗木，采
取捆绑草连、填埋等防寒防冻措施，保证树木安全
越冬。 （高鹏飞）

淳化管理所
推进水毁修复工作

为确保管养路段安全畅通，近日，咸铜分公司淳
化管理所抢抓有利天气，推进所辖路段水毁工程修
复工作。该所规范施工工艺，提高工程标准，确保
修复质量。同时，加强现场管理，做好施工作业区
的安全设施布设，确保人员机械安全。截至目前，
该所辖区4处水毁修复施工点中，两处施工点已进
入收尾阶段，剩余两处已完成约70%的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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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深处的坚持和担当
—— 省路政执法总队第十支队五大队工作纪实

文 / 高 伟 西安公路局
组织业务培训

本报讯 近日，西安市公路局开展陕西省公路
综合业务平台操作培训。

此次培训重点对业务平台中“一张图”、门
户、综合展示、综合查询和数据系统等内容进行
讲解，并与业务平台运行中涉及的养护、路政、路
网运行、工程管理和农村公路等部门进行讨论交
流。该局作为全省公路综合业务平台试点单位，
将对照省公路局有关工作要求，在规定时限内完
成试点任务，完善业务平台的适用性、规范性和
统一性，为提升全省公路信息化管理水平提供参
考和借鉴。 （李超平）

西镇分公司
排查安全隐患

本报讯 11月18日，西镇分公司对所属各单
位用电及车辆安全进行检查。

检查组重点对办公场所和员工宿舍用电、取暖
安全、养护机械、特种车辆以及公务车辆使用和保
养情况进行检查。对于能够立即整改的的隐患，当
场责令相关单位进行整改，对一时不能治理的隐
患，要求做到隐患治理“五落实”，即落实隐患治理
责任、隐患治理措施、隐患治理资金、隐患治理时
限、隐患治理预案，保障隐患治理高质量完成。检查
组要求各单位要抓好冬季用电和车辆安全隐患排查
治理，严防安全责任事故发生。 （来 帅 王 钦）

绥德管理所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讯 为加强青（岛）银（川）高速公路绥德
至定边路段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近期，绥定
分公司绥德管理所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专项整治
行动。

该分公司制定行动方案，明确整治范围，以自
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
或者氧气含量不足的空间为重点，对雨水井、污
水井、隧道、消防蓄水池、锅炉、电缆井、化粪池等
7 类 14 处有限空间进行全面排查，确保不留死
角。对排查出的问题建立清单台账，进行分类管
控，制定治理措施。同时，组织培训学习，提升员
工的应急处置和自救能力。利用网络、媒体多种
形式加强宣传，提高作业人员安全意识，筑牢安
全防线。 （李 蕊）

宜川管理所
组织消防安全知识讲座

本报讯 为增强员工安全意识，预防事故发
生，11月17日，宜富分公司宜川管理所特邀消防专
家进行安全知识专题讲座。

专家结合近期重大火灾案例，从警示教育、单
位责任和安全管理等方面，讲解冬季火灾隐患的排
查与整治、突发火灾的应急处置措施、火场逃生自
救互救等专业知识，现场演示灭火器、灭火毯、防毒
面具等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并指导参会人员进行
实际操作。此次讲座普及了消防安全知识，提高了
员工的自救能力。该所将持续加强消防安全隐患
排查整治力度，推进安全生产培训教育活制度化、
常态化、多元化。 （张志伟）

为有效应对降温、大风、雨雪等
恶劣天气，白泉分公司石泉管理所采
取多项措施扎实做好冬季安全生产
工作。

提高思想认识，夯实工作责
任。管理所召开冬季恶劣天气保畅
部署会，要求全体员工加强责任意
识，对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进行
再梳理，并对雨雾冰雪等恶劣天气
道路交通安全预防工作进行安排和
部署，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交通事
故，确保冬季道路安全畅通。

突出重点巡查，保障道路畅通。
安全路产股、养护、应急救援中队等
部门联合开展道路安全隐患专项排
查，采取错时交叉巡查的方式对辖
区急弯、陡坡、桥隧结合部、团雾等
重点路段进行排查。监控人员每小
时对辖区路段可视范围内进行全面
排查，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适时提高
巡查频率。加强团雾路段交安设
施、隧道机电设施设备及照明设施
等排查、维护力度，确保设施设备完

好，运转正常。
强化应急力量，做好除雪准备。

管理所修订完善2021年冬季除雪防
滑专项应急预案，并根据道路养管实
际情况，组建三个应急抢险队伍，安
全路产股成立特勤班组，确保辖区路
段巡查全覆盖，以便随时应对突发状
况。在易积雪路段及桥梁摆放防滑
砂750余袋，在辖区特大桥梁处安装
6处温度监测设备，实时监测温度变
化，做到提前预警。同时，安排专人
对融雪剂、推雪板、防滑砂等除雪防
滑物资进行核查清点，合理分配放置
于沿线站点，并对除雪机等小型机具
进行试运行，确保雨雪等恶劣天气出
现时，抢险人员、机械能够第一时间
开展除雪保畅工作。

强化联勤联动，及时共享信
息。安全路产股、养护股等部门联
合辖区高速交警、路政支队第七大
队相关人员召开冬季恶劣天气及除
雪保畅联勤联动会议，加强与当地
气象、应急、医疗等单位联系，各部

门之间通力协作、相互配合，建立信
息交流工作群，实时共享路况、天气
信息，保证险情发生时，能够联合快
速抢险。

加强安全管理，筑牢安全防线。
管理所对站区设施设备进行冬季大
排查，消除用电、用气安全隐患。持
续落实好体温测量及登记、CPC卡消
毒、公共区域消杀、戴口罩、扫码等常
态化防疫措施，储备充足防疫物资，并
根据上级单位要求，定期组织全员进
行核酸检测。组织驾驶员冬季安全
行车专项培训，确保冬季行车安全。

加强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及时。
管理所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
制度，要求值班人员保持通讯通畅，
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全面掌握所辖
路段各项工作开展情况，及时报送相
关路况信息，遇突发事件按照报送流
程第一时间报送。同时，对突发事件
后续情况进行追踪和反馈，为司乘人
员平安畅通出行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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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泉管理所：

强化应急力量 筑牢安全防线

华阴管理所开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演练

商洛公路局机械站
推进项目建设

本报讯 近期，由商洛市公路局机械站承建的
313省道柞水小河口危旧桥梁改造工程完成拆除。
随后，将在原址新建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箱梁桥。

面对复杂的施工环境，该站严把质量、安全、进
度、监督等关键环节，充分考虑现场扬尘管控、安全
防护等措施，在满足施工需求的同时，保障了过往车
辆及周边群众的出行安全。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加
大人员机械投入，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加快项
目建设进度。协调各方、解决技术难题、合理调配劳
务资源，严格执行安全质量管理规定，规范化施工，
为司乘创造“畅安舒美优”公路通行条件。（孙 华）

山阳公路段
完成便道抢修

本报讯 近日，山阳公路管理段完成242国道
K1446+300（马滩三道河）两道跨大河便桥和1.2公
里长的便道抢修任务，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今年夏季242国道三道河因山体滑塌导致交通
中断，经省地质专家组实地测算，该山体滑动面8万
余立方米，山顶有纵向100多米大裂缝，随时有二次
大面积滑塌危险，公路抢通条件不具备，故暂时封闭
该处交通。随后，该段组织专业技术人员现场勘查，
设计修复方案，经半个多月奋战，完成修复工作，保
证了过往车辆的正常安全通行。 （朱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