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公路
严格巡查监管，强化奖惩考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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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公路部门打响秸秆禁烧督查“攻坚战”
以铁的手腕严管严控
“第一把火”
又到夏季，秸秆禁烧工作再次开启。 导带班情况，秸秆禁烧巡查情况，成立灭 并通知当地政府联系人或当地村委会 了严密部署，全力做好秸秆禁烧督查工 觉，确保秸秆禁烧宣传落实到田间地

今年夏季的秸秆禁烧督查时间为5月25日 火队伍等应急处理机制情况和剩余秸秆
至6月30日，扬州公路部门主要督查区域 堆放点设置情况等，坚决打好扬州秸秆禁
为邗江区和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根 烧督查工作的“攻坚战”。
据市政府有关秸秆禁烧工作的决策部署
据悉，公路部门各督查小组充分认
和工作要求，公路部门制定了2018年夏 识了秸秆禁烧督查工作重要性，把督查
季秸秆禁烧督查工作方案，并下设4个督 组织和责任落实摆在首要位置，把查火
查小组，严格按照《扬州市秸秆禁烧督查 点、查黑斑放在核心位置，把秸秆禁烧
办法》明确的要求，重点督查秸秆禁烧的 督查宣传摆在突出位置。对发现的秸秆
责任层层落实情况，秸秆禁烧队伍、人员、 焚烧火点和黑斑要当场取证，确定火
经费和物资落实情况，秸秆禁烧值班和领 点、黑斑所在行政区属，记录相关信息

（社区），并编发《秸秆禁烧告知书》。做
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6月8日，市交通运输局督查组还召
开了2018年夏季秸秆禁烧督查工作阶
段总结会暨攻坚二十天布置会，回顾总
结了上阶段秸秆禁烧督查情况，安排部
署最后二十天秸秆禁烧督查工作，打好
秸秆禁烧督查攻坚战。
会议肯定了四个督查小组所做的
工作，并为下阶段督查工作的开展作出

作。通过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意识。 头，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重点严格巡查
秸秆禁烧督查小组要继续加强秸秆禁 监管，强化奖惩考核。根据以往的经验，
烧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督促检查，禁烧督 做好秸秆禁烧督查工作的关键在于以
查任务责任到人，抓好傍晚、凌晨等火 铁的手腕严管严控“第一把火”，防止形
点出现频率较高的时段，抓好曾经出现 成“破窗效应”。督查小组要每天深入镇
过火点或有燃烧秸秆苗头的重点村镇。 （街道、园区）田间地头进行督查，重点
配合加大宣传引导，营造浓厚氛围。在 检查人员有没有及时到位，防控工作有
巡查过程中还要做好宣传工作，主动与 没有漏洞，田间地头有无黑斑，全力做
村民沟通交流，让村民能够认识到秸秆 好秋季秸秆禁烧督查巡查工作。
焚烧的危害，把秸秆利用变成行动的自
通讯员 邗路宣 记者 黄媛媛

公路在线

清理枯死行道树
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本 报 讯 （ 通 讯 员 徐 寅 豪 记 者 线的影响，养护人员一边配合交警、路
黄媛媛 ） 夏季来临，台风暴雨天气多 政做好道路交通临时管制，一边利用

发，328国道两旁枯危行道树给过往
的车辆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为有效
预防枯危树木倒伏影响国道安全，扬
州公路站安排养护人员及时清除沿
线枯死、空心树木，确保公路安全畅
通。
上周，扬州站对328国道仪征段沿
线枯死杨树进行砍伐，这里的树种多
为意大利杨树，树龄多在30年左右，高
度约15米。为尽可能避免伐落枯树、枯
枝对周边公路行车、公路设施、高压电

吊车将杨树慢慢放倒在护坡上，分段
切割后运走。砍伐完成后，养护人员及
时将散落路面的枯枝及树叶清扫干
净，保证路面整洁畅通。本次处置共清
除枯死行道树10余棵，预计本周内，还
将继续砍伐沿线50余棵枯树。
下一步，针对夏季高温多雨，杨树
枯死情况多发的现状，扬州公路站将
进一步加强巡查养护，快速发现问题
并做好预防性养护措施，及时消除安
全隐患，保障道路通畅、交通安全。

S244宁启铁路桥下穿至瘦西湖西门段
开展路面病害处治专项工程
本报讯 通讯员 邗路宣 记者 黄 移交事宜进行了专项商议，一致认
（

媛媛 ）按照新一轮省道网规划，S244天 为，双方共同对需要维修的病害进行

扬线宁启铁路桥下穿至瘦西湖西门段， 现场查看，由公路部门对相关路面病
已变更为城市道路，预计年内将正式移 害维修后移交市政部门。该工程处置
交。6月5日上午，邗江区公路管理站对 路面病害面积约2600平方米，采取铣
该路段路面病害处治专项工程正式启 刨沥青面层方式，主要施工预计本周
动，确保道路以高质态进行移交。
内结束。邗江区公路管理站提醒广大
据悉，早在2月26日，市公路管理 市民，施工期间途经该路段时注意行车
处与市市政设施管理处就对该公路 安全。

快速拆除“危标”
赢得百姓赞许

扬州公路部门服务高考

推进全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应急保障——
—

今年将建成江都邗江应急指挥分中心

本报讯 （ 通讯员 丁鼎 记者 黄媛 心，主要负责全市普通国道干线公路 路路网监测，特别是重要桥涵、重点路
媛 ） 公路交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战略 的路网调度、公路突发事件的应急处 段路网监控设施的建设。

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公益属性特
征明显。为加快实现“信息共享、协同
作战、快速反应、科学处置”的公路应
急保障体系，我市公路部门将整合优
化资源，加快完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
的应急组织网络，今年内，在继续完
善高邮应急指挥分中心信息化系统的
基础上，建成江都、邗江应急指挥分
中心。
市公路路网管理与应急指挥中
本报讯 （ 通讯员 广德 怀州
记者 黄媛媛 ）6月5日一早，家住高

置指挥，负责收集、整理、分析、预测和
发布路网出行服务信息；此外，还拟
订、修订各类普通国道干线公路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和相关制度，指导县
（市、区）相关应急预案编制和实施，组
织应急培训和演练等。今年，在继续完
善高邮应急指挥分中心信息化系统的
基础上，我市将建成江都、邗江应急指
挥分中心。同时，按照整体规划、分布
实施原则，有序推进普通国省干线公

到“十三五”末，我市公路部门将
努力构建“公路应急保障体系”，整合
优化资源，加快完善普通国省干线公
路的应急组织网络、联动应急预案、科
技信息化、装备物资储备、应急抢通队
伍等建设，实现公路应急保障机构正
规化、指挥信息化、装备现代化、队伍
专业化、保障稳定化，为建设“交通强
国”扬州样板提供强有力的安全应急
保障支撑。

七旬老汉晒粮不犯愁
锦旗赠高邮“路哥”

邮市三垛镇茆吴村4组的李才富大
本报讯 （通讯员 定来 杨俊 记者 该非标的权属单位已经关闭，巡查人员 爷急急忙忙来到三垛养护工区，将
黄媛媛 ）近日，江都公路管理站路政大 决定立刻组织力量拆除非标，保障公路 一面书写“贴心为民，服务三农”的
队巡查人员在武嘶线正常巡查时，发现 通行安全。通过一个半小时的努力，非 锦旗送给高邮市公路路政大队三 麦子拖到工区大院里晒，一做就已
K33+800下行线公路用地范围内有一 标被顺利拆除，此举也受到了周边群众 垛中队。这几年，每逢农忙，高邮公 经4年。今年李大爷家小麦喜获丰
路站的工作人员都帮李大爷把粮 收，6亩田收了5100多斤，看见晒干
块公路“非标”标志版面剥落，随时有掉 的一致赞许。
下来的可能，极易造成交通安全隐患。 公路标志松动现象时有发生，下一 食拖到工区晒，天黑前又帮着收好 归仓的粮食，李大爷感激不已，特
意制作了一面锦旗送给高邮公路
当时正值高考期间，路政人员立刻停车 步，江都公路部门将对公路标志紧固件 盖好。
李大爷今年71岁，种6亩地。由 部门。
对现场进行拍照取证，然后用锥形筒将 状况，基础情况，立柱弯曲、变形、竖直
据悉，在禁止公路打谷晒场中，
标志版面可能掉落的区域围挡起来，保 度开展专项数据调查，及时发现问题， 于家门口没有水泥地坪，每次收割
证路面安全。随后又根据“非标”上显示 及时进行整改，保障辖区公路的安全与 麦子都要为晒粮发愁。在没有办法 高邮市公路站进行改革探索，变“以
的情况下，李大爷就把麦子拖到附 堵为重”为“堵疏并重”，每到收割季
的信息寻找到了它的“主人”，据了解， 畅通。
近公路上晒，与路政人员打起“游击 节，三垛工区都腾出场地，供村民晾
晒粮食。在加大巡查力度、严禁公
战”。
这几年，李大爷老两口年纪越 路打谷晒场的同时，争取沿线乡镇
来越大，干起活来常常力不从心。 政府支持，动员机关部门、企事业单
三垛路政中队的同志主动与李大 位开放水泥场地，帮助解决农户因 李才富向高邮公路部门赠送锦旗
爷挂钩，干脆帮助李大爷把收割的 场地不足而导致的“晒粮难”问题。

仪征多部门联手杜绝公路打谷晒场

本报讯 （ 通讯员 惠倩倩 记者 黄 专项整治，但部门力量势单力薄，往往 于严禁在公路上打谷晒场的通知》，

公路部门向群众发放 《禁止在公路上打谷晒场的通告 》。 陈定武 摄

媛媛 ）公路打谷晒场，不仅影响路域环
境、降低公路的通行速度，车辆车速过
快时还容易引起侧滑、翻车等事故，给
交通安全带来不小隐患。近年来，因公
路打谷晒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屡发
生，教训深刻。每年夏收、秋收季节，公
路部门都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开展

执法人员刚清理结束又出现反弹，收
效甚微。眼下夏收即将开始，一些农村
公路路面已有打谷晒场现象。仪征公
路部门对于今年的整治工作，较以往
有望取得新突破。
5月初，仪征市交通干线沿线环
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

要求各园区、镇及相关部门，按照公
路沿线周边实现“八无”的要求，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清理公路打谷晒场行
动。此举将禁止公路打谷晒场工作由
公路部门单打独斗转化为政府多部
门联合行动，有助于下一步工作的开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