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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以来，靖富分公司枣园
管理所以保障公路完好、安全、畅
行、维护路产路权为己任，以缓堵保
畅为重点，健全服务体系，强化队伍
建设，提升应急能力，打造“一流服
务、一流路况、一路畅行”。

提升高速公路综合服务保障能
力。管理所开展业务大讲堂，探索
在路产保护、保通保畅、综合服务保
障等方面的工作方法，提高员工素
质和业务水平。完善路况信息、天
气预报、标志标牌、情报板综合信
息服务体系建设，建立线上平台，
实时掌握气象信息，并通过情报
板进行发布。合理开启车道，安
排人员，确保司乘快速通行。提
高路产巡查频次，协调高交、路政
高效处置交通事故，保证路段无

拥堵。科学安排日常养护和施
工，尽可能避免道路长时间封
闭。与高速交警、高速养护、医疗
救援、应急消防及民间应急救援
队伍联合，构建综合应急救援服
务体系，提高出勤速度，提升救援
服务、保通保畅能力。

加强“一路三方”资源共享和协
作。通过各方优势互补，管理所加
快案件、突发事件、抢修抢通处置进
度，缩短交通管制时长，提升通行效
率。制定“远端分流、柔性管制”的
动态管制方案，根据所辖收费站车
辆拥堵位置，实施远端分流措施和
邻近收费站柔性管制。提醒司机提
前出示“两码一核”，缓解防控点通
行压力。加强恶劣天气预防，提前
制定恶劣天气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

案，确保群众安全出行。
多措并举保障一路畅行。管理

所健全应急管理机制，落实恶劣天
气、突发事件、防汛等应急处置措
施，确保突发情况反应迅速、处置得
当。推动“平安交通”建设常态化、
长效化，做好查验工作，禁止存在安
全隐患的车辆驶入道路，保证道路
安全。加强日常巡查，对重点桥隧
和易落石、沉陷、滑坡的路段进行全
面排查，及时消除隐患。开展安全
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安全生产专项
专项整治、安全生产月等专项行动，
严格安全隐患排查“闭环”控制，明
确隐患排查、建档、治理、复查等工
作程序，推动隐患“见底清零”，确保
路域环境安全。

文 / 高鹏飞 栾 军

吕村收费站
扑救起火车辆

近日，咸铜分公司吕村收费站入口处，一辆危化
品车辆轮胎突然起火。收费站立即使用车道灭火器
控制火势，避免了险情的发生。经过进一步检查，该
站确认此车没有复燃的可能性，随即引导该车通行
收费站。 文 / 屈 琦 图 / 高立鑫

高陵管理所
开展岗位大练兵

本报讯 近期，为做好路产保护、道路保畅各
项工作，西安外环分公司高陵管理所组织安全路产
巡查人员集中开展岗位大练兵活动。

该所学习路产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确保工作有
根有据、有法可依。针对路产案件查处流程、路产
案卷规范制作、巡查记录规范填写、涉路施工监管
等方面内容，进行专题培训，提高巡查人员文书制
作水平。严格体能训练，展现良好的工作风貌。通
过“老带新、师带徒”方式，形成良好的练兵氛围，为
建立一支适应新时代的安全路产巡查队伍奠定坚
实的基础。 （汪瑞轩）

合阳公路段
排查安全隐患

本报讯 近日，合阳公路管理段对辖区道路开
展安全隐患大排查行动。

该段组织养护股、路产保护股对危险路段、急
弯陡坡、排水设施及构造物、桥涵、易水毁路段进行
全面排查，认真调查沿线安保设施是否到位、防
护等级是否达标；桥涵、排水设施是否完整、稳
定、功能是否有效；标志标线是否齐全、完好。对
存在的隐患逐一登记，并做好风险评估及分类处
置工作。通过此次排查，消除了管养路段的隐
患，构建了安全畅通、保障有力、服务有效的公路通
行环境。 （行艳丽 李红丽）

“不仅省时省力，还避免了疫情风
险，真是太方便了。”近日，张师傅通过交
通运输部微信公众号“跨省通办”服务专
区，申请办理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到期
换证业务，宝鸡市道路运输服务中网上
受理审查后，立即制证，并通过快递方式
将证件邮寄给张师傅，从而实现了证件
换发“一趟不用跑”。

自2021年10月以来，服务中心聚焦
行业高频异地办理事项，全力推进“跨省
通办”。目前，驾驶员可通过交通运输部
微信公众号、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
服务系统、道路运政一网通办微信小程
序、道运通App、国家政务服务平台跨省
通办服务专区5个网上入口，跨省异地办
理从业资格证补发、换发、变更、注销和
诚信考核等事项。这解决了驾驶员异地
办事堵点、痛点和难点问
题，落实了“马上办、网上
办、就近办、异地办”的政
策，推动了政务服务从

“群众跑腿”向“数据跑
路”转变。文 / 唐少辉

华州公路段
组织劳动大比拼活动

本报讯 日前，华州公路管理段开展“爱岗敬
业比决心 实干拼搏比行动”为主题的大比拼创实
绩行动，对路域环境进行再整治再提升。

该段将职工分为五个队伍，每队负责5.2公里，
清理沿线水沟盖板、路沿石上的杂草垃圾、捡拾绿
化带白色垃圾，修剪遮挡公路标志牌及影响行车视
距的树木。清理公路两侧的广告牌、路边摆摊设点
等，规范公路管理秩序，提升公路服务水平。竞赛
活动的开展，调动了职工工作积极性，营造了比、
学、赶、帮、超的大干氛围，有效提升了公路养护管
理和服务水平。 （卢 宁 秦志刚）

汉中市中心城市
实现“一城一交”企业整合

本报讯 4月24日，汉中市交通运输局、市国
资委联合举办汉中市城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
司与汉中公共交通集团公司、汉中百仕达运输公司
中心城区“一城一交”企业整合收购协议签字仪式。

2021年8月以来，该局会同相关部门，完成对3
家公交企业清产核资，牵头组建谈判小组，积极推
进协商谈判。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该市中心城区“一
城一交”企业整合工作圆满完成。整合结束后，汉
中城市公交集团将加快公交站点及线网布局优化
调整，提高线网密度和站点覆盖率，增强公共交通
服务的便捷性，为市民提供更加安全、便捷、优质的
公共交通服务。 （黄 宁）

眉太高速项目
连续梁首个0号块完成浇筑

本报讯 4月25日，眉太高速公路渭河特大桥
19号墩连续梁0号块顺利完成混凝土浇筑，这是眉
太高速全线首个连续梁0号块，标志着桥梁上部结
构施工进入快车道。

为确保0号块顺利浇筑，建设单位组织设计、监
理人员对现场施工进行指导，施工单位召开专题技
术会议，明确各个工序的技术规程和操作规范。在
施工过程中，技术人员全程蹲守现场盯控，指导支
架搭设，模板安装，钢筋绑扎等环节。此次浇筑的
完成，为后续施工的连续梁混凝土浇筑积累了丰富
经验。 （王 磊）

天台山隧道管理中心
处置突发事件

4月24日，青石岭隧道2号紧急停车带内，一辆
货车异常停留。宝鸡分公司天台山隧道管理中心
路产巡查人员赶往现场后发现，一头活猪在运输途
中跳车。由于货车箱体过高，无法现场装载，巡查
人员将生猪转移到巡查车上，安全护送到宝鸡南收
费站外广场，帮助车主装载好。文 / 图 李选宏

“五一”劳动节期间，西渭分公司华阴
管理所积极谋划，圆满完成了安全保畅工
作，保障了收费运营工作安全平稳进行。

组织领导到位。节前，管理所制定应
急预案，明确各部门工作职责与流程，将
工作责任和各项措施落实到每个人、每个
时间段、每个工作环节中，做好应急处置
的各项准备。

现场管理到位。管理所增设安全路
产保畅队、党员先锋队、收费财务股疏导
队等，配合收费站开展安全保畅工作，确

保人员充足、车辆通行有序。各收费站开
足车道，实行车辆分类、分道通行，提高车
辆通行速度。

应急保畅到位。管理所实行联合巡
查机制，提高事故多发点位巡查频次，
确保道路安全。养护人员及时修补损坏
的公路安全设施，机电维护人员实行跟
班作业，保证辖区路段各项设施设备正
常使用。

联勤联动到位。管理所加强与高速交
警、地方公安、施救单位的联系配合，共享

道路信息，确保出现突发状况时，能及时
启动应急预案，妥善处理各类突发事件。

通行环境到位。收费站每天对收费
亭、护栏等进行清洗，捡拾收费广场及车
道垃圾，保持站容站貌整洁。养护股清扫
车、钢板清洗车定时清扫路面、清洗沿线
设施，营造整洁美观的行车环境。

志愿服务到位。各收费站工作人员
坚持文明服务、微笑服务，加快收费速度，
为司乘人员提供高效便捷的通行环境。
同时，利用便民服务亭，提供开水、急救药

品、维修工具、道路指引等服务，展示良好
的对外形象。

应急值守到位。管理所严格落实“五
一”期间值班制度，值班人员24小时在岗，
及时上传下达信息，确保各项应对措施准
备到位、现场突发事件处理及时、收费站
安全畅通。

据统计，“五一”期间，管理所所辖路
段通行顺畅有序，累计为司乘提供开水
200余次、修车20次、推车10次、道路咨
询108次、急救药品12次。

枣园管理所：

践行服务优先 保障一路畅行

“五一”假日期间，韩城市公路局突出
安全生产责任担当，全力奋战在工作一
线，确保干线公路安全畅通和人民群众平
安出行。

加强公路运营安全管理，落实安全隐
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公路局加大道路
日常养护和路产保护巡查力度，以开展

“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迎盛会”专项整
治行动和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为契机，集中
处置一批安全隐患重点问题。重点加大
108国道、327国道穿村过镇路段、平面交

叉路口、山区急弯陡坡等事故易发多发路
段和201省道沿黄公路全线桥梁、隧道及
临水临崖路段、旅游线路、水毁修复等重
点部位的巡查力度，加强日常养护作业现
场监管，为公路运输和人民群众出行提供
可靠保障。

强化在建项目管理，落实各方安全职
责。做好公路养护大中修、危旧桥梁改
造、水毁修复等在建工程施工安全风险管
控和工程路段交通保畅工作。紧盯施工
路段作业区设置不规范、项目现场安全管

控不严、安全制度执行不严格、施工现场
管理混乱等隐患和薄弱环节，规范作业区
布设，确保各项安全设施能起到引导、警
示、预防作用。加强施工现场扬尘污染治
理，配备洒水车及时洒水降尘，严禁直接
在路面拌料等污染破坏路面的行为，落实
文明施工和环保措施。同时，设置专职安
全员引导指挥交通，避免施工路段长时间
拥堵，减少剐蹭、加塞等问题，确保客货运
车辆及行人通行安全。

做好假期应急保畅和应急值守工

作。公路局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关键岗
位24小时值班制，强化路网信息管理，
坚持朝九晚五路况信息报送制度。做
好路网监控视频轮巡工作，高度重视
天气变化，及时关注气象灾害信息，确
保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能够及时启动
应急预案。加强与道路巡查人员沟
通，快速发布气象信息、道路阻断信息，
并利用沿线电子屏发布气象、安全提示
等信息，提醒司乘人员减速慢行，创造安
全的通行环境。

华阴管理所：细谋划 抓落实 保畅通
文 / 王永涛

韩城公路局：落实安全责任 保障群众平安出行
文 / 侯伟浪

4 月 25 日，安平分公司开展防
汛抢险应急演练。此次演练模拟麻
安高速安平段 XK623+150 处边坡
受降雨影响，上边坡突发滑塌，滑塌

体占用应急车道，影响车辆安全通
行的场景。2个小时后，滑塌现场处
理完毕，险情排除，开放交通。此次
演练提高了员工防汛抢险应急处置

能力，也为分公司安全运营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文 / 图 郑晓锋 张旬洁

安平分公司开展防汛抢险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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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南公路段
明确年度目标任务

本报讯 近日，洛南公路管理段召开公路工作
会议，明确今年各项目标任务。

会议以确保实现全年任务目标为导向，与各部
门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该段提出，全体干部职工
要增强纪律意识、大局意识、全局意识，扎实做好日
常养管工作；要通过公开、公正、公平的考核检查、
综合评比、通报奖惩，调动职工积极性、主动性，努
力打造美丽干线公路。同时，要加强公路养护，全
面提升公路养护管理效能，高度重视应急保障与公
路服务，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为人民群众安全出行
保驾护航。 （王宇鹏）

延长公路段
强化安全保畅工作

本报讯 近期，延长公路管理段立足管养实
际，强化道路隐患排查，吹响安全保畅“集结号”。

该段做好日常养护与管理，对辖区重点路段、
高危边坡、桥梁隧道、涵洞等进行详细排查，维护道
路安防设施。提高机械化清扫频次，扩大作业范
围，提升公路整体形象。强化绿化管护，美化路域
环境。同时，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和领导带班制
度，储备好应急抢通物资、应急力量，确保一旦发生
突发事件，能够妥善高效处置，为群众平安出行打
下坚实的基础。 （余龙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