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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宜富分公司党委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
精神为指引，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
设总要求，聚焦主责主业，坚持夯实基础、
服务中心、融合发展，为推动分公司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主动担当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发
展。分公司始终把党建工作作为第一要
务，履行党委主体责任，落实党组织书记第
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责任。
制定印发《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清单》《党风
廉政建设监督责任清单》。严格履行党风
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凡涉及三重一大事项
必前置研究、组织探讨、严格把关，传递责
任、传导压力。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强
化重要时间节点的明察暗访，防范和查处
各种隐性、变异的“四风”问题。用好“企地
共建”和廉政教育基地等平台，举办小微权
力宣讲、廉政从业讲堂、家风家训等活动。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调研活动，倾
听职工群众心声，梳理解决包括改革发展、
人才培养、文娱设施等问题16项，坚持为
民办事常态化，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坚定理想信念，政治理论武装不断加
强。分公司围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走深走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严格
落实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制度、“三会一
课”、主题党日等制度，采取集中学习、交流
研讨、讲授党课、知识测试等多种方式，组
织基层党组织常态化开展学习。2022年，

开展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12次，党委
书记讲党课1次，党委班子成员深入党建
联系点讲党课4次，组织举办党的二十大
精神、十九届六中全会研讨班、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和中国梦、党务工作等培训班4次，
培训400余人次。

夯实基础基层，党建质量水平显著提
升。分公司扎实推进党支部“三化”建设工
作，组织培训《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现代
化建设手册》，集中推进党支部阵地建设标
准化，所属四个党支部按照“七个有”标准
逐步完善党员活动室、党建文化长廊等。
全面优化组织设置，指导1个党支部完成
补选工作。建立发展党员工作日常督办提
醒台账，严格落实党内激励关怀制度，配套
划拨抗击疫情专项党费1万元，慰问走访
困难党员5人。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制定《意识形态工作方案》，开展意识形
态监督检查1次，专题研判2次，年内未发
生意识形态领域问题。

坚持党建引领，融合发展成效不断显
现。分公司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入
拓展党建工作提质增效，“七一”期间表彰
先进基层党组织4个，优秀党务工作者和
共产党员13名。各基层党支部结合工作
实际，细化完善《党支部书记开放日工作制
度》《党员先锋岗实施办法》《党员抢险突击
队工作制度》《党员养护示范路段、党员养
护示范隧道管理办法》和党建+安全生产、
党建+文明服务、党建+特色传秦等10余

项工作办法措施。划分党员责任区11个，
成立党员突击队、先锋队8个，党员示范岗
16个，建成党员示范路段3个，引导党员干
部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合力攻坚，
推动党建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同向发
力。统筹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共同发力，
全年推送宣传刊发各类稿件360篇，视频
发声效果显著，亮点工作室制作视频获省
级一等奖1项、三等奖1项、优秀奖2项，集
团公司优秀奖1项。2022年，分公司党委
被评为“党建融”工作先进党委，宜川管理
所获先进党支部。

坚持一体共建，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喜
人。分公司党建带工会、群团一体共建，积
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
庆祝建党101周年、青年话党史等各类主
题教育，组织“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
2022年组织“道德讲堂”活动3期，“书香
宜富、阅读人生”活动3期。开展“暖冬行
动”“疫情防控”“关爱孤寡老人、留守儿
童”“爱心送考”“情系母亲河”等志愿服务
活动10次，参与志愿者400人次，服务时
长5200小时，瓦子街收费站收费员杨园
被评为全省五十佳志愿者。加强“青”字
号创建，壶口收费站成功创建2022年度陕
西交控集团“青年文明号”集体，亮点工作
室、理想工作室被交控集团命名为“青年创
新工作室”。富县南收费站房魏魏舞蹈《秦
道情》获集团第二届青舞赛优秀奖。开展

“六一”亲子阅读、夏季清凉、冬送温暖、节

送福利等活动，丰富职工文娱活动，举办首
届职工运动会，新建瓦子街职工菜园，增强
职工归属感和认同感，企业凝聚力向心力
不断增强。

推进作风建设，干事创业氛围风清气
正。分公司扎实开展“大兴五种作风 建设
清廉交控”专项行动，建立作风建设工作台
账，组织党员干部集中学习4场次，带头转
变作风、精细管理、服务基层。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厉行节约，严格“三公经费”管
理。精文减会为基层减负，规范内业资
料，发文、会议同比下降均超过5%。开展
小微权力宣讲，厘清责任，规范流程，让权
力在阳光下运行。严格执行“三重一大”
决策制度，确保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落实廉政风险点防控措施，紧盯工程施
工、物资采购、招投标管理、安全生产、资
金运作、人员调整、疫情防控等重点领域
和关键岗位，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听取履
约情况汇报。组织廉政考试和任前廉政
谈话，对集采平台、工程招投标、作风纪律
整顿等重点工作专项检查6次，“秦道尚
廉”廉政文化品牌获“全国交通运输优秀廉
政文化品牌”，廉洁风险进一步防范，政治
生态进一步净化。

春华秋实又一载，砥砺奋进续新篇。
站在2023年的起点，在机遇与挑战并存、
希望与困难同在、责任与担当并重的历史
窗口期，宜富分公司将团结一心、务实创
新、踔厉有为，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春运期间，泾阳管理所所辖路段车
流较去年同比增长34.34%，流量增加
了，但今年的春运却给人留下了“安全
顺畅，和谐有序，忙而不乱”的印象。这
一番“保通人和春运忙”的景象，泾阳管
理所未雨绸缪，全体人员努力付出，并
做好后勤服务保障工作，一系列的有效
措施，提升了运营管理水平和春运出行
效率，为打赢春运安全保畅攻坚战贡献
了力量。

联勤联动，打造平安春运。为保障
春运期间司乘人员出行安全畅通，管理
所提前谋划部署春运安全保通工作，提
升突发事件处置效率，扎实做好雨雪恶
劣天气应急准备工作，强化与高速交警
部门的协作，建立联勤联动应急处置预
防机制，主动配合公安交警部门实施分
级交通管制措施，全员担任起分流任
务，全力保障车辆安全通行。2月8日
迎来新一轮雨雪天气，所辖区收费站交
通管制，安全路产、养护人员着反光衣
在所辖区匝道口有效应对分流任务，解
释导向工作，引导车辆有序下站，避免
车辆堵塞匝道口。历经3个多小时，手
发酸脚发麻的感觉早已淹没在来往的
车流中，分流工作顺利完成，道路主线
恢复正常，未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和
有责投诉事件。

全员在岗，打造高效春运。1月27
日（正月初六），当大家还沉浸在走亲访
友的春节氛围中，泾阳管理所的135余
名员工已经全部返回各个收费站，机关
20余名工作人员也已抵达所里，投入
到了紧张有序的安全保通工作中，全体

干部职工紧紧围绕服务出行根本使命，
全力营造平安、健康、便捷、舒畅的公众
出行环境。春运期间，泾阳管理所辖区
收费站日均出入口车流量近106.88万
辆，较去年春运同期增长34.34%。1月
27日当天，出口流量均达到峰值，2.85
万辆次。春运期间，所辖路段始终保持
安全畅通，所属各收费站未发生长时间
拥堵。

真诚服务，打造暖心春运。泾阳管
理所持续开展“青春志愿行 温暖回家
路”志愿暖心服务活动。志愿者身着暖
冬春运志愿者马甲，在收费广场、车道，
奔赴各个服务岗位，有的在维护秩序，

有的在进行政策解答，有的在指引路
线，有的为司乘倒上一杯热水，用实际
行动温暖司乘回家路。雨雪天气中，各
收费站在做好交通管制和分流保畅的
同时，还为滞留司乘准备开水、稀饭、小
菜、馒头、水果等简餐，真诚的服务、耐心
的解释，不仅解决了司乘的燃眉之急，也
温暖了司乘人员的心。繁忙的春运已圆
满收官，泾阳管理所累计出动道路保通
人员165余人次、提供开水635余次，
提供简餐食品226余份，提供路线指引
330车次。志愿者用真情服务彰显交
控青年担当，为过往司乘送去关怀，送
去温暖。 文 / 图 闫瑞兴 颜莎莎

文 / 杜妮娜 张建萍

聚力领航促发展 砥砺前行谱新章
—— 宜富分公司2022年党建工作纪实

泾阳管理所：情满春运踏悦途

近日，陕西高速公路工程咨询公
司举办成立30周年及2023年“栉风沐
雨三十载 同心筑梦向未来”主题联欢
会，并邀请曾经在公司工作过、战斗过

的老同事、老领导参加联欢活动，大家
欢聚一堂、热情互动、载歌载舞共同庆
祝高速咨询公司 30 周年华诞，迎接更
加辉煌的明天。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员

工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了队伍的凝聚
力和向心力，提升了大家的归属感、认
同感和幸福感，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助
力赋能、贡献力量。文 / 图 张鹏哲

高速咨询公司举办成立30周年联欢会高速路政八支队
开展集中学习活动

陕交讯 2月17日，省路政执法总队第八
（汉中）支队召开党总支2022年度民主生活会
前集中学习暨2023年第一次集中学习会，进
一步加强理论武装，巩固学习成效，凝聚思想
共识，为开好民主生活会打牢思想基础。

会议围绕2022年度民主生活会主题，采
取个人自学与集中学习研讨相结合等方式，重
点学习了党的二十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传达了省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2月 15日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四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我省

“三个年”活动动员会议精神及省总队关于
开好 2022 年度民主生活会相关要求等内
容。该支队党总支班子成员分别领学相关内
容，随后大家围绕学习主题作研讨发言，通过
学习进一步增强了政治自觉、凝聚了思想共
识，为开好年度民主生活会奠定了良好基础，
做好了充分准备。 （沈 娟）

宝川分公司
打造培育特色企业文化

陕交讯 近年来，宝川分公司坚持把培育
特色企业文化，作为推进“党建融”“提质增
效”等重点工作的文化支撑，持续挖掘企业文
化内涵。

该分公司紧扣陕西境内交汇至汉中的七
条古栈道路线与宝川高速管辖路线重合这一
特点，将“古栈道”上“星罗棋布”的人文典故、
历史传奇所折射出的人文精神和历史意义，与
宝川人在从事交通事业中的传承、发扬紧密联
系，提出“新栈道”这一品牌名称，凝练出“新栈
道”企业文化品牌的四个精神——开拓精神、
坚韧精神、工匠精神、创新精神，打造出“栈道
先锋”“栈道新芳”“栈道工匠”“栈道铁军”四支
队伍。改革重组后，宝川高速管辖里程增至
234公里，形成了北接宝坪、西接两徽、南接巴
蜀的新局面，区位优势进一步凸显，品牌文化
也随之拓展升级。随着分公司“宝川驿”文化
长廊的建成，标志着培育出五个宝川品牌理念
的落地，是“新栈道”企业文化品牌融入思政教
育、融入管理实践进一步体现。 （杨梓璠）

咸铜分公司纪委
“一对一、面对面”纳良策

陕交讯 为做好今年纪检监察工作，近
期，咸铜分公司纪委分别与本部各部门及基层
党支部党员进行“一对一、面对面”交流，广泛
征求对纪检监察工作的意见建议，认真谋划新
年监督执纪新思路、新举措。

该分公司纪委通过“聊一聊、问一问、谈一
谈”的形式，与大家围绕分公司纪委的整体评
价、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纪检监察工
作的建议和意见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真正
做到了面对面理思路、点对点提要求，实打实
解难题的目的，目前已征求到意见建议6条。
今后分公司纪委将持续采用“一对一”交流的
方式，认真梳理吸收意见和建议，积极落实“行
动起来落实下去”的责任担当，不断探索工作
新举措，进一步提高工作质量，推动纪检监察
工作再上新台阶。 （王含冰）

商洛公路局设计室参加志愿活动
2 月 17 日，商洛市公路局勘察设计室志愿服务

队走进商州区牧护关中心小学，参加壹基金温暖
包发放志愿活动，并给小朋友们购买了魔方、七巧
板等益智小玩具，用实际行动为孩子送上交通人的
温暖和爱心。 文 / 图 李 雪

合阳交通局启动春季整风行动
陕交讯 日前，合阳县交通运输局启动为期1个

月的春季整风行动，持续锤炼全体干部职工过硬干事
能力。

此次整风行动以组织专题学习会、党委中心组学
习会、机关周例会、支部书记抓党建工作述职会议等
方式开展，党委书记、各党支部书记带头组织学，各分
管领导、股室负责人轮流学，坚持在学中干、在干中
学。要求全体干部职工把思想统一到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提出的建设交通强国战略、习近平来陕考察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省市县“三个年”活动安排部署
上来，在交通系统把起步冲刺、决胜全年的干劲鼓起
来，把大抓项目、大抓投资的势头扬起来，把服务群
众、服务企业的导向树起来，奋力谱写交通事业高质
量发展新篇章。 （王 博）

潼关管理段开展学党史活动
陕交讯 2月15日，潼关公路管理段党支部开展

“主题党日+党史专题学习”活动，进一步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开展。

该段组织党员干部集中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简
史》第一章“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投身大革命的洪
流”、《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三部分“知史爱党，知史
爱国”部分内容。通过学习，使大家进一步学习掌握
党的百年发展历程，引导大家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做到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不断提高政治判
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郭建平 李 珍）

黄坝驿检测站强化警示教育
陕交讯 近日，汉中市公路局黄坝驿超限运输检

测站开展“以案促改”警示教育活动。
该站结合典型案例开展“以案促改”警示教育，通

过党员干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以及领导的点
评，使站党员领导干部深刻认识“四风”问题的顽固性
反复性，认识纠治“四风”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以反
复抓、抓反复的韧劲，持续巩固深化作风建设成果。
要求党员干部从案件中汲取深刻教训，常怀律已之
心，深刻意识到节点就是作风的“考点”，坚决做到知
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不断增强拒腐防变、传承优良
作风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全年各
项工作开好局。 （沈银涛）

郭家塔检测站以考评促工作
陕交讯 近期，郭家塔超限运输检测站以延安市

公路局2022年度目标任务考核为契机，认真谋划部
署新一年各项工作。

考核组通过实地察看、查阅资料等形式，对检测
情况、超限运输治理情况、制度落实情况等进行全面
核查；听取了该站2022年行政、党建、工会、精神文明
建设、信访维稳、等方面的工作汇报和目标任务完成
情况、亮点及下一步工作安排。该站提出，将持续强
化安全责任落实，提高应急处突能力，筑牢交通安全
防线；同时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加强政治业
务学习，强化管理制度，拓宽工作思路，全面提升超限
检测工作质量，以实干立身、拿实绩说话，奋力谱写治
超工作新篇章。 （闫 彤）

柳枝收费站职工获学雷锋标兵称号
陕交讯 近日，310国道柳枝收费站收费员雷梦

凡荣获2022年度“陕西省岗位学雷锋标兵”称号。
近年来，该站干部职工坚持立足岗位广泛开展学

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并结合工作实际，围绕“文明路·
连心桥”青年文明服务岗党建品牌，以“便民服务亭”
为阵地，常态化开展力所能及的便民服务活动。该
站号召全体干部职工要以学雷锋标兵为榜样，扎实
深入开展岗位学雷锋活动，积极弘扬雷锋精神，积极
展示新时代公路行业干部职工良好的精神风貌和行
业形象，为奋力谱写渭南公路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作出贡献。 （李莎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