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直通车

12月1日11时40分许，西镇
分公司长安管理所安全路产人
员在巡查时发现，西镇高速韦曲
收费站匝道出口处，一辆装载砂
石的六轴货车在行驶途中突然
起火。巡查人员立即在车辆后

方做好安全防护，并拨打 119 火
警电话，随后联合收费人员使用
灭火器对起火车辆进行扑救。
因火势发展迅速，扑救人员紧
急疏散现场所有人员。为确保
消防救援通道畅通，该所联合

交警对匝道采取紧急管制措
施，禁止车辆通行。在有关单
位的共同努力下，12 时 22 分，
明火得以扑灭，未发生人员伤亡
及二次事故。
文 / 图 燕妮 荆宏 张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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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银昆高速宝坪段迎来了
今年冬季第一场雪，宝鸡分公司宝坪管理
所以雪为令，“快”字当头，交出冬季道路
除雪保通安全通行“硬核”答卷。

未雪绸缪“快”字当头

11月27日，接到气象预警信息后，管
理所未雪绸缪，提前部署，党员干部全员
备岗，做好准备工作，保证降雪后“拉得
出、打得赢”。养护股迅速对设备、人员、
物资各方面再三检验，确保“物资储备充
足、人员在岗在位、设备运行正常”；安全
路产中队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通过“人巡+
网巡”相结合的方式，增加恶劣天气下的
巡查频次，多渠道及时发布信息，为精准
除雪保通提供可靠保障。

除雪攻坚“干”字为要

11 月 29 日，降雪自西向东如约而
至。把控这场降雪的关键在于初雪阶段，
只有在初雪阶段做到随下随除才能将工
作难度降到最低。管理所快速反应，把握
除雪有利时机，第一时间启动除雪防滑保
通应急预案。细化责任分工，时刻观察重
点路段清理情况，科学调配人员和除雪机

械，为保通工作提供了坚实保障。
养护股集结除雪保通“党员突击队”、

除雪机械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合理整合除
雪资源，克服严寒低温，采取机械化作业
为主、人工铲雪为辅的作业方法，抢抓时
间开展路面除雪作业，加大对易结冰路
段、弯道、桥梁、隧道口等重点路段的除雪
保通力度，抓住融雪剂最佳撒布时机，防
止路面结冰。

同时，安全路产中队加强与高速交警
的协调配合与联勤联动，根据山区高速桥
隧比高的特点，在桥梁、隧道、长下坡等重
点路段实行专人巡查机制，严密监控辖区
路面情况。通过流动巡逻、固定值守，加
强易结冰路段、低温时段、关键节点的全
程管控，及时互通路况信息，做到早预警、
严管控、快处置，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及次
生事故发生。

管理所所辖的宝鸡南收费站员工在
做好个人防护的同时，利用除雪铲、铁锹、
扫把等工具清扫车道、内外广场积雪，即
使头发“变白”，手脚冻透，大家也干劲十
足，一条又一条的车道被清理出来。一位
在路边等候的货车司机说：“雪这么大，你
们这么多女收费员，快休息会儿吧。”宝鸡
南工作人员这样回答：“这是使命也是职
责，我们的同事正在高速路上奋战，我们

也要快速清除车道积雪，全力护航你们安
全出行！”

随着夜幕降临，气温降低，为确保道
路通行安全，管理所以特大桥、隧道口等
路段为重点，继续进行除雪除冰作业。同
时，撒布融雪剂和碎砂粒，留守的员工抢
抓时间，为养护作业车辆装填碎砂粒。虽
然风很大、气温很低，但他们没有选择退
缩，以不获全胜不收兵的意志攻坚克难，
为道路安全保通贡献自己的力量。

11月30日，管理所又组织突击队前
往养护工区，按照既融冰雪又防滑的原
则，将融雪剂与碎石粒按照比例进行搅
拌。大家不畏严寒，不怕辛苦，冒着纷
纷飘落的雪花，撸起袖子，一铁锹一铁
锹地将搅拌好的融雪砂粒装入养护作
业车辆内，随后在路政车辆的监护下，
前往重点路段进行撒布，正是他们不辞
辛苦的浴“雪”奋战，才换来了过往司乘的

平安畅行。

服务司乘“暖”字至上

受低温降雪影响，宝坪高速沿线收费
站入口车道临时管控，大量外地长途车辆
滞留在收费广场。所辖各收费站成立党
员志愿服务队，在持续配合驻地防疫点人
员做好车辆筛查放行工作的同时，积极开
展“暖冬行动”志愿服务。11月30日5时，
宝鸡南收费站工作人员帮助司乘“捉鸭归
案”，受到司机好评。一幕幕暖心动人的
故事，充分诠释了交通人真心实意解民
忧、排民难、暖民心的情怀。

长期以来，管理所始终把司乘人员的
行车安全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全力完成除雪任务，确保车辆安全通
行，给每位在冰雪天出行的司乘送去温
暖与关爱。

11月30日，陕西多地迎
来寒潮天气，出现大范围降
雪。西宝分公司严阵以待，全
力应对，迅速投入到除雪融冰
工作中，扎实做好高速公路保
通工作。

一路多方联勤联动

为有效应对今冬第一场
大范围雨雪，分公司密切观察
关注天气变化，与气象部门和
保持紧密联络，充分利用视频
监控系统监控道路状况。同
时，借助移动网络联络平台，
开通一路多方联动工作群和
应急队伍除雪保通群，及时发
布路情、雪情信息，并就除雪
保通、路警联动等内容进行沟
通联络。在收到雪情预警后，
分公司迅速启动除雪保通工
作方案，督促各应急抢险部门
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强化恶
劣天气值班制度，严格执行领
导干部带班和关键岗位人员
24小时值班规定。加强道路
巡查，紧盯重点区域、重点路
段和薄弱环节，确保物资设备
性能良好、齐全完备，除雪融
冰队伍随时待命。

保通人员夜战冰雪

由于本轮降雪期间，夜间
最低气温接近-5℃，极易出
现道路结冰现象，给除雪作业
带来较大难度。养护、安全路
人员提前研判，在降雪后密切

关注道路、桥梁结冰情况，在西宝高速漆水河桥、绛
汤公路渭河大桥、麟绛高速全路段等重要交通节
点，开展融雪剂预撒作业。鉴于麟绛高速全路段地
处山丘地带，其中K47+385韦河大桥、K54+580绛
帐高架桥、K47+720-K48+ 900 和 K53+100-
K54+200路堑挖方段容易产生风积雪及桥面结冰
的情况，分公司积极同高速交警密切配合，展开夜
间巡查，利用夜间车辆少、便于作业的有利时机，采
取分时段撒布融雪剂方式，对主干道及匝道开展梯
队除雪作业，改善了“风积雪、融冰难”的局面。

收费站倾力服务司乘

管理所安排各收费站全员备战、严阵以待，紧
急进入24小时待命状态。提前在站区易结冰路段
撒布融雪剂，并摆放安全提醒标志牌，保障收费站
出入口良好通行环境，最大限度降低冰雪天气对高
速公路出入口的影响。同时，利用便民服务台，为
滞留司乘人员提供热水、食物、防疫口罩等物品。

经过应急保通队伍持续奋战，分公司顺利完
成此次除雪保通任务。共出动应急抢险保通人
员 57 人次，保通机械推雪板 9台、巡路车 6台、
滚刷除雪机 3台、融雪夜洒布车3台、后勤保障
车6台，撒布固态融雪剂40吨。12月1日9时13
分，所辖收费站出入口全面解除交通管制，车辆正
常通行。 文 / 图 严超飞

合阳公路段

陕交讯 为做好冬季防滑保畅应
急抢险工作，强化应急抢险保障措施，
12月2日，合阳公路段开展冬季防滑保
畅应急演练活动。

演练模拟沟坡弯道因湿滑而出现
结冰，导致交通受阻的场景。该段接
到养护责任人报告后，立即启动防滑
保畅抢险应急预案，抢险人员迅速集
结。抵达现场后，抢险人员配合机械
在沟坡弯道结冰路面撒铺融雪剂、防
滑料，指挥车辆安全通行。此次演练
提升全段职工应对雪雾、冰冻等恶劣
天气的能力，检验了防滑保畅应急预

案的可操作性、适用性，达到了预期
效果。 （行艳丽 王万峰）

汉城管理所

陕交讯 为提高冰冻雨雪、寒潮大
风等恶劣天气下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
能力，11月29日，西安绕城分公司汉城
管理所开展冬季除雪保通应急演练。

演练现场模拟低温大雪天气，养护
人员巡查发现汉城收费站出口内广场
及秦汉渭河2号特大桥下行K7+300处
桥面出现积雪的场景。养护人员上报
管理所后，该所立即启动除雪保通预
案。20分钟后，路政、养护、交警、应急
队伍、除雪设备物资等全部到达现场。

安全路产中队联合养护单位设置警示
标志牌、锥形桶等安全设施，并配合交
警现场指挥疏导通行车辆；除雪车利
用滚刷清雪，并在局部边角抛撒融雪
剂。演练结束后，该所及时总结，对演
练过程中存在的现场安全指挥、人工
抛撒等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此次演练
检验了除雪保通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
确保一旦发生雪情，能够从容应对、高
效清雪。 （张 鑫 惠朝倩）

秦岭管理所

陕交讯 受强冷空气影响，11月
29日，西汉高速秦岭段迎来首次降雪，
温度骤降。面对雪情，秦岭管理所立即
启动应急预案，全力以赴做好除雪保通
工作。

该所加大路面的巡查、排障、疏导
等方面的应急处突工作力度，重点对危
险、爬坡路段进行高密度巡查。关注沿
线积雪和车辆打滑、趴窝等情况，利用
沿线堆放的融雪剂和随车携带的应急
救援设备，帮助抛锚车辆迅速驶离主车
道。采取“流动+定点”监测的方式，利
用沿线25处温度监测系统，密切关注
温度变化，进一步提高除雪效率。密切
关注阴坡路段、隧道出入口等路面情
况，严防因温度突变而造成路面快速
结冰。在秦岭南北坡，朱雀停车区和
皇冠收费站设立大型物资储备点，储
备分流标志牌和锥形桶，方便就近取
用。下一阶段，该所将继续按照早动
员、早布置、早防范、早落实的要求，细
化工作措施，保持临战状态，保证道路
平安通畅。 （高 飞）

杨峪河检测站
培训安全知识

陕交讯 为提高安全文化素养和安全防御能力，
近期，杨峪河超限运输检测站集中开展安全知识培训
学习，让安全理念入脑入心。

该站组织干部职工学习新《安全生产法》全文内
容、修订意义和总体思路、总体要求、原则以及主要内
容和亮点，营造安全生产良好氛围。集中观看《生产
安全事故典型案例盘点——惊醒》和安全宣传片《生
命线》，深刻汲取近期发生的各类安全事故教训，
了解事故发生的过程、原因分析及事故总结等，
增强干部职工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同
时，明确安全责任，加强安全监督检查，保障群众平安
舒心出行。 （刘亚莉 李文娟）

终南山隧道管理中心

11 月 29 日 21 时，终
南山隧道北口突然迎来
暴风雪恶劣天气，给高速
公 路 通 行 造 成 不 利 影
响。为尽快清除积雪，西
镇分公司终南山隧道管
理中心抢抓时间开展路
面除雪作业，适量撒布融
雪剂，防止路面结冰，清
扫车道、内外广场积雪。
同时，为滞留司乘提供面
条、馒头等食物。

文 / 图 黄 磊

铁佛殿检测站
开展冬季岗位练兵活动

陕交讯 近期，铁佛殿超限运输检测站在全站范
围内开展冬季岗位大练兵活动。

该站结合半军事化管理要求，坚持机关股室每周
一次、检测班每班前的队列及交通指挥手势训练，提
升全体职工军事素养。稽查股组织检测班开展以超
限车辆检测、处理流程为重点的指导培训。根据年度
职工培训学习计划，集中学习《公路法》《公路安全保
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提升职工治超业务
技能。在此基础上，采取实践评估、知识测试、业务竞
赛等形式，对培训、学习情况进行检验，以考促学，评
选出“理论学习标兵”“业务技能标兵”“军事训练标
兵”，在全站范围内营造“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
围，为冲刺全年工作目标任务和来年工作的“开门红”
奠定坚实基础。 （刘汉永）

勉县公路段
掀起年终大干工作热潮

陕交讯 连日来，勉县公路段在全力抓好疫情防
控工作的同时，全面掀起年终大干工作热潮。

该段对管辖路段的路面、沿线设施进行维修处
置，刷新防撞墩、里程碑等设施，清洗波形护栏、桥梁
栏杆等防护设施。加大路产保护工作力度，清理公路
沿线杂物垃圾，清除枯死树木，确保公路干净整洁，
环境优美。对公路隧道、边坡、老旧道班房开展安
全隐患排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确保司乘人身和
财产安全。修订防滑保畅预案，采备足够的防滑料
和融雪剂，在急弯陡坡、易积雪结冰等重点路段堆放
防滑料，检修保养抢险机械设备，保障辖养公路安全
畅通。 （陈国辉）

铜川交通执法支队
开展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

陕交讯 为坚决防止新冠病毒通过非法营运渠
道传播扩散，从11月22日开始，铜川市交通运输综合
执法支队联合交警、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非法营运专
项整治行动。

该支队加大对交通运输企业及运输车辆的监督
检查力度，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措施，阻
断疫情传播途径。在高速路出口疫情检测点、国省干
线主要路段、交通客运场站、县际交界处、社区等开展
不间断稽查摸排，重点对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
出租车经营和道路客运经营者、网约车“线下”揽客
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对涉疫重点地区非
法营运载客行为，坚决依法依规从重处理。同时加
大宣传力度，向群众普及非法营运的危险和后果，提
高乘客对非法营运危害性的认识，维护良好的交通运
输秩序。 （习 杰）

泾阳管理段
做好公路养护检查评比工作

陕交讯 为确保管养路段以良好的路况、优美的
路容路貌迎接年终检查，近日，泾阳管理段召开专题
动员会，部署各项准备工作。

该段要求迅速开展路域环境整治工作，修整公路
路肩，清除绿化平台的垃圾、杂物，确保可视范围内无
垃圾、无污染。按照技术标准和养护规范，处置路面
坑槽、破损等病害，做好预防性养护，提升路况水平。
全面规范公路用地内的非公路标志标牌，做好公路沿
线安保设施的管护，对撞损的设施予以修复，补齐缺
失设施，确保各类标志齐全醒目，达到规范、安全、美
观的标准，提升路域环境水平。严格按照考核细则，
及时查漏补缺，确保内业资料完整、规范。（姚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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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肩担重任 全力战风雪战风雪
—— 宝坪管理所除雪保通工作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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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风战雪 铲冰防滑 清出平安出行路
宜君公路段
追回大额路产损失

陕交讯 近日，宜君公路段历时107天追回大额
路产损失，有效保护了路产路权。

8月7日，该段管辖的210国道K1102+960下行
侧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因疫情及当事人个人原因，事
故造成的路产损失长时间得不到赔偿。该段路产保
护人员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与当事人、保险公司工
作人员进行了30余次沟通，讲解《公路法》《公路安全
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在路产人员的努力下，当事
人于11月初同意办理路产赔偿事宜，并于11月21日
将6万余元大额路产损失赔偿到位。该案件的成功
办理，充分展现了该段依法保护路产路权的决心，也
为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下保护路产路权积累了宝贵
实际经验。 （田 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