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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机遇上项目 只争朝夕快建设

淅川交通运输事业发展迅猛

本报记者 陈杰超 通讯员 高新海

抢抓机遇，多个项目落地生根；
快马加鞭，项目建设迅速推进。刚刚
过去的 2017年，淅川县交通运输工作
再打漂亮仗。西十高速争取到位，县
乡公路等建设有力，扶贫攻坚成效显
著，公路管养全市领先，一项项成绩
彰显出淅川交通人奋发进取的精神
风貌。
交通项目争取工作再获新战绩。
通过多方汇报争取，西十高速项目落
地生根，淅川争取到 61公里高速项
目，实现了淅川高速公路建成和规划
里程的持续性突破。目前，西峡至淅
川马蹬段已进入实施阶段。政策性项
目争取工作取得新成绩，争取政策性
项目四大类 （县乡公路、危桥改造、
通村公路、农村公路安防工程），总
投资 15623万元，争取上级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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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元。抢抓有关政策机遇，梳
理出 33个具体交通建设项目，赴省市
汇报争取，省交通运输厅正在研究。

场站建设项目取得新成果，新争取到
总投资 3000余万元的城区汽车客运北
站项目，目前已完成规划选址等前期
工作。对上申请了金竹河一级旅游汽
车站建设项目，正在进一步对接争
取中。
交通重点项目建设紧锣密鼓推
进。三淅高速公路建成通车；淅川首
个乡镇二级客运站——渠首客运站建
成并正式启用；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
环库公路项目全面启动实施，渠首至
香花路段已建成通车，香花至西滨河
路段正在进行路基工程；民生十件实
事进展迅速，寺湾至荆紫关公路已建
成通车，金河张湾至寺湾大坪公路全
线路基工程已全部完成，正在进行路
面施工，张湾至石燕河 17公里进行油
面铺设，已铺油 10公里。南环路改造
提升工程桥梁工程已完成下部构造及
梁板预制，路基土石方工程已完成总
工程量的 48%。移民大桥工程正在进
行桩基施工。
交通扶贫攻坚成效显著。行业扶

贫工作取得新成绩，去年，该县统筹
整合涉农资金， 27个项目计 49.3公里
目前全部完成。全县 90个建档立卡贫
困村已有 80余个达到了脱贫的交通验
收标准。国家交通运输部考察组到该
县对秦巴山区交通扶贫建设项目进行
了实地调研，提出今后将在淅川的扶
贫项目争取、资金支持方面加大向淅
川倾斜的力度。该县交通运输局对大
石桥乡郑家岭村、厚坡镇张寨村、王
岗村开展了驻村帮扶工作，对大石
桥、厚坡、滔河等乡镇的 30余个贫困
村进行了帮扶责任人包户帮扶工作。
水上执法工作开创新局面。进行
了水上管理执法体制改革，县政府从
6个具有水上执法职能的部门中抽调
人员组建了水上综合执法大队，开展
联合执法，水上安全监督管理和保水
质工作进一步加强；开展了全县库区
水上综合整治工作，对库区采砂船、
网箱养鱼等影响水质的违法行为进行
全面整治，目前这项工作正在加紧推
进中。

农村公路管养工作走在全市前
列。去年，该县交通运输部门进一步
加强了农村公路管养工作，完善公路
安保防护设施，争取到县乡道 15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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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里的安防工程，通村公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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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计 158.84公里的安防工程，争取上
级资金 4523万元。对农村公路配套安
保防护设施，精心打造“美丽乡村
路”，建成和保持农村公路文明示范
路 200公里，创建里程和创建标准位
列全省第一。
道路运输服务进一步惠及民生。
积极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发展，采取
通班车或者提供预约服务等多种方式
方便居民出行，创新方式设立了电话
预约告示牌 63个，实现了 100%行政
村通客车。自 2017年 4月 7日起，淅
川城区 50辆公交车、所有公交线路全
线开通银联金融 IC卡电子现金闪付乘
车功能，淅川公交正式跨入“智能支
付”时代。道路客运实名查验工作基
本实现，目前县社会汽车站已实现实
名购票、查验。 ⑨8

蓝天、白雪、红梅，
雪过天晴，梅城公园显
得格外美丽妖娆，市民
们或漫步公园小路，或
起舞公园广场，或阳光
下下一盘象棋，一切是
那样的恬淡幸福 ⑨8
本报记者 陈杰超 摄

信息速递

近日，市园林部门组织人员对城区道路及游园种植的高
杆月季进行冬季整形修剪，以促进春季发枝开花。图为园林
工人对滨河路绿化带上种植的高杆月季进行修剪 ⑨6
本报记者 张冬梅 摄

宛城区运管局

雪天保障见成效

本报讯 （记者张冬梅）在今年首场强降雪天气中，宛城
区运管局针对道路运输安全生产的薄弱环节，切实加强安全
保通措施，千方百计保障居民出行安全，取得明显成效。
该局成立应急救援小组，实行 24小时值班制度，带班
领导和值班人员到运输一线落实运输保通措施，并实行日报
制度，重大情况及时上报。加强对客运车辆、危险品运输车
辆的安全检查，要求司乘人员提高安全意识，做好车辆检查
维护，配齐三角木、防滑链等防护器材。科学安排应急运
力，保证应急救援车辆能够随时启用以应对道路运输突发事
件。对需临时停运的班线，提前 6小时向社会发布公告，确
保运输安全，确保车站无旅客滞留。加强运输市场监管，严
厉打击借恶劣天气乱涨价和私下揽客行为。对运输油、煤或
鲜活农产品的车辆，落实“绿色通道”政策，确保快速、便
捷通行。同时，通过营运车辆 GPS监控平台，及时发布恶劣
天气和道路通行信息，向驾驶人宣传雨雪恶劣天气路面行车
注意事项，提醒驾驶人严格执行雨雪天气安全行车规定和操
作规程。 ⑨6

社旗县

新增绿色公交车

本报讯 （记者陈杰超 通讯员郑洪立）日前，社旗县新增
加的 20辆纯电动公交车正式投入运营。
这批公交车均为新能源纯电动客车，每车车长 8米，具有
尾气排放量为零、坐标电子报站、电子路牌、自动识币系统、安
全设施、报警装置等高科技人性化功能。该批公交车的投入
使用，将有效缓解广大群众出行拥挤的现状，标志着该县公共
交通服务向节能、低碳、环保、绿色转型发展。 ⑨8

梅园赏景

桐柏县

重拳整治超载车

梅园对弈

梅园梅开

呼唤公交车再加密
□

在路上

元旦前的机动车限行和元旦后的
暴雪，让公交车的地位再次提升。缓
解交通压力、净化大气环境、绿色安全
出行，公共交通对广大市民来说真的
是太重要了！
南阳城区的公交车近年来发展可
谓迅速，车辆不断增加，能源不断更
新，线路有所增添，覆盖面积逐渐扩
大，等等。据了解，目前，中心城区已
开通公交车营运线路 37条，公交车数
量 700台，线路总里程 610公里，公交
站点 880个。现在乘坐公交车，明显感

受到车内环境整洁有序，文化氛围浓
厚，而且大部分车辆运行快，无噪声，
冬有暖气夏有冷风，非常舒适。这些
家门口的变化，广大市民有目共睹。
但当我们把公交车作为主要的交
通工具时，还是会感觉有些不赶劲儿，
总觉得车次还是有点少，线路覆盖面
还不够广，苦苦等车，漫漫长路，倒车
换乘，一趟出行，耗费的时间太多，特
别是对于学生和上班族来说，公交车
赶不上快节奏的生活模式。公交车能
否再“加密”？这应该是广大市民近来
一个共同的心愿。
加密班次。目前，我市公交车车

唐河县运管局
次间隔最短的是五六分钟，稍短的有
七八分钟，长的有十多分钟，最长的达
1
5分钟，往往是为等一班车望断天涯
路。这就需要加密班次，缩短候车时
间。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增
加公交车数量和驾驶员数量。
加密线路。与不断扩展的建成区
面积相比，目前的 37条公交线路还是
显得有些稀疏，而且线路拉得较长，绕行
范围大，一趟下来耗时太多。所以，还应
再增加线路，而且适当增加短线路、直线
路，让乘客的时间成本降下来。
加密交通高峰时段班次。上下
学、上下班时段是每天的交通高峰时

段，这一时间段市民乘坐公交车的需
求格外强，而且时间紧迫，因此这些
高峰时段应再增加车辆，加密班次，
快速运行，不让赶时间的市民因候
车、乘车而误事。
另外，应开通夜班公交线路，解决
学生放晚学、市民逛商店、外出聚会等
乘车的需求。
公交车很繁忙，公交车司机很辛
苦；市民需要公交车，市民离不开公交
车。真心期待南阳的公交事业再次加快
发展速度，实现街头公交车一趟接一趟，
一辆接一辆，车水马龙，来来往往的繁荣
景象，真正让市民爱上公交车。 ⑨8

呢，全力把大雪对居民工作生活和出
行的影响降至最低，才算扫好了自家
门前雪。还有交通运输、公安交警以
及更多的机关单位，他们都不仅仅清
扫单位门前的雪，他们更牵挂的是人
民群众的出行安全，对他们来说扫雪
是在履行自己人民公仆的职责，可不
是管闲事。
对于商铺门店的员工来说，门前
“ 五 包 ”范 围 内 的 雪 都 是“ 自 家 门 前
雪”。近年来，我市的“双创”工作深入
人心，临街商铺的经营者都形成了门
前“五包”的良好习惯，大雪来临，大家
自备工具，随降随扫，为除雪保通作出
了自己的贡献。
对于普通居民来说，自己力所能
及能就近清扫的积雪都是“自家门前

雪”。小区道路、门口马路，许多普通
居民都自觉加入到除雪的队伍中。雪
下得最大的时候，笔者在小区看到几
位邻居拿着铁锹铲雪，就夸他们：
“大
家都是雷锋！”一位大姐说：
“ 嗨，啥雷
锋，这不是扫自己家的雪嘛。院子是
大家的，方便他人就是方便自己。”朴
实的话语，听得人心里暖乎乎的。
正确认识哪是“自家门前雪”，积
极主动、尽职尽责“扫好自家门前雪”，
其实就是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
担当奉献精神。有了这种精神，雪自
然除得快，有了这种精神，社会自然运
转良好。扫完雪，每个人面对工作和
生活的时候都继续秉承和弘扬这种精
神，我们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步伐必
将走得更稳、更快。 ⑨6

扫好自家门前雪
知行

确认识哪是“自家门前雪”。在这次强
降雪天气出现后，市委办、市政府办在
有句话叫“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 第一时间下发了“除雪令”，全市上下
他人瓦上霜”。这句话原意是劝人管 迅速投入到除雪保通的火热行动中。
好自己的事情，别管别人家闲事，但也 马 路 上 、人 行 道 上 、游 园 里 、小 区
多 少 有 点 事 不 关 己 要 高 高 挂 起 的 意 里……处处可见躬身除雪的身影。这
味，因此有人奉行，但也没少引来批 些人有来自机关部门的干部职工、有
判。其实笔者认为，任何一句话、一个 商店企业的员工、也有普通的居民，他
道理放在不同的环境中，意义当然也 们奋力破冰铲雪、毫无迟疑怨言。如
会有所不同。对于南阳刚刚下过的这 果你停下脚步问他们为什么？我想大
“ 这是我应该做的。”
场大雪，如果每个部门、每个商家、每 概他们会回答：
对于机关、部门工作人员来说，职
位居民都能真正“扫好自家门前雪”，
那恐怕“他人瓦上霜”也是所余无几， 责范围内的雪都是“自家门前雪”。 1
既然不影响交通不影响安全，权可当 月 3日我市普降大雪后，中心城区城管
作雪景供市民欣赏流连，真的就可以 系统干部职工迅速行动，全力投入清
雪除冰行动。对于城管部门的干部职
不管了。
“ 自家门前雪”的范围可大着
支持这个论点的关键是人们要正 工来说，
□

本报讯 （记者张冬梅）近日，桐柏县交通运输执法部门
联合公安交警、水利、工商、国土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对
县域拉砂车超限超载和抛撒行为进行专项整治，有力震慑了
违法行为人，取得较好成效。
此次集中整治行动中，该县交通执法、交警等部门共出
动执法人员 40余人，执法车辆 8台、拖车 1台，依托公安、
交通联合检查站，对县域内夜间偷驶躲避检查较为集中的月
河、城郊两乡镇拉砂车超限超载和抛撒行为进行专项整治，
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车辆，严格落实“一超四罚”规定，进行
严厉处罚。行动中，共查扣非法超限超载和未遮盖车辆 14
台。 ⑨6

雪天护航保安全

本报讯 （记者张冬梅）为确保雨雪天气下县内道路交通
安全、畅通，唐河县运管局迅速采取多项措施，切实做到应
急处置和调度准确、及时，有力保障了恶劣天气下人民群众
出行和生命财产安全。
该局第一时间电话通知各客运企业负责人，并给车站、
运输企业、公交公司下发了安全通知书，要求立即启动雨雪
天气应急预案，并加强驾驶员安全行车教育，确保运输安
全。要求各客运企业认真做好防冻防滑工作，除县城公交
外，坚决停运班线客车，并做好滞留旅客的分流和疏导工
作，保障居民乘车安全。出动执法人员对全县各客运站、重
要路口实施重点监控，严禁个别司机不顾天气情况私拉乱
跑，确保全县道路客运安全有序。积极与交警、气象等部门
联系，随时掌握天气动态，即时共享路况，同时加强宣传，
利用多种媒体，及时向居民发布路况信息。针对实时路况，
对符合开通条件的班线进行实地勘察，及时安排车站开站发
车，同时要求驻站办对其进行严格的安全检查，逐一排查防
滑链、安全锤等安全应急设施是否到位，并通过 GPS平台随
时监控客车时速，从源头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⑨6

内乡县城管局

健康讲座助解压

本报讯 （通讯员王晓）为缓解城管人员心理压力，促进
身心健康，提高幸福感、安全感，内乡县城管局特邀县医院
心理咨询健康讲师，于近日开展了“直面压力，塑造阳光心
态”健康知识讲座，全局 120余名干部职工参加。
讲座围绕“城管执法人员工作压力成因、心理压力过大
引起各种疾病症状、如何处理工作中的负面情绪”三个方面
进行讲解，为大家传授了如何科学释放压力、保持良好心态
及如何做到“愉快工作、幸福生活”的有效方法。讲座结束
后，大家普遍反映受益颇多。认为通过讲座，提高了心理健
康保护意识和自我调适能力，打破了心理藩篱，为下一步更
好地投入工作提供了保障。 ⑨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