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 心 提 示
201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全市干

线公路攻坚克难、负重前行、爬坡过坎、大有作为的一年。全市公路系
统以“一路一线”项目建设为重点，以“干部作风整顿年”“项目建设突破
年”活动为抓手，忠诚担当、用心干事，举全局之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共完成公路建、养投资 15.33亿元，占年度目标任务的 103%。

2019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
年，全市公路系统将坚持稳中求进、适度超前这一根本要求，紧紧围绕
年度目标任务，全面实施干线公路“双百工程”“节点枢纽畅通工程”，重
抓重推重点项目建设，不忘初心，用心干事，勤于学习，勇于实践，在加快
转型跨越、决胜全面小康、开启新时代南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
征程中发挥引领作用，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2019年，全市公路部门将紧紧围绕年度目标任

务，全面实施干线公路“双百工程”“节点枢纽畅通

工程”，重抓重推重点项目建设，不忘初心，用心干

事，勤于学习，勇于实践，圆满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

务，在加快转型跨越、决胜全面小康、开启新时代南

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发挥引领作

用，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强党建 促廉政

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要坚持廉政教育下

工地、进学校、入企业，结合行业特点，聚焦工程建

设、养护生产、精准脱贫等工作中的突出问题，进行

以“案”促改。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加

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把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引向深入，不断提高全市

干线公路系统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持

续保持整治“四风”高压态势，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巩固“干部作风整顿年”活动成果，认真开

展“作风建设提升年”活动，推进作风问题专项治

理，锤炼扎实过硬的工作作风。始终把巡察整改工

作作为当前重大政治任务，做到整改标准不降、措

施力度不减，用整改成效推动全市干线公路高质量

发展，在推进干线公路建设中检验巡察整改成效。

谋项目 筹资金

积极推进部、省库项目前期工作。按照交通运

输部要求，全面完成部库 G234平顶山交界至方城

县城段改建工程、省库 S330淅川金河至荆紫关等项

目前期工作。积极推进 S243湍源至 S329交叉口段

公路改建工程等 3个脱贫攻坚项目前期工作，力争

项目早日落地建设。加快推进外环路和南阳至官

庄、鸭河、社旗三个快速通道项目各项前期工作，力

争年内开工建设。强力推进干线公路“节点枢纽畅

通工程”，上半年完成全市省际、市际断头路状况调

查摸底和与省公路局对接工作，年底前争取完成 1~2
个项目前期工作。按照相关方案的要求，加强对接

沟通，确保按期完成普通干线公路国土空间线位控

制规划工作，明确实施时间，做好项目储备和前期

工作。进一步推进干线公路服务设施建设，按照

“因地制宜、分类实施”的原则，年底前，各县（市、

区）要建成 1~2个功能配套齐全的服务区，完善干线

公路服务设施体系。

巧安排 强攻坚

强力推进“一路一线”项目建设进度，各参

建单位要精心组织，科学安排，倒排工期，采取

超常措施，强力攻坚；各施工标段要科学组织，

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召开前完成月季园区段信臣路

立交、李高路立交及路基路面施工任务，同时完

成绿化、机电和交安工程；东环路一标要在 4月
20日前具备通车条件，东环路二标及高铁连接线

要在 8月底前具备通车条件。督促委托业主按期履

约，加快中央车购税存量资金消化，要按照计划

节点、工程计划如期完成。新增 G241内乡大桥至

豫鄂界段等 4 个改建工程， 6 月底前主体工程

完工。

全面实施“双百工程”，利用 3年时间，完成

投资 100亿元以上，建成通车超过 100公里以上。

2019 年完成工程建设投资超过 30 亿元，优良率

85%以上。积极做好 S328方城驻马店交界至小史

店镇区段改建工程等 20个新开工项目开工准备工

作，确保项目早日开工建设。

新技术 促养护

2019 年，全市干线公路启动实施养护项目 5
类 19个，总投资 1.76亿元。其中，大修工程项目

7个 90.1公里，危桥改造 6座，安防工程 4条路线

89公里，预防性养护 38公里。

在全市干线公路系统广泛开展“春季会战、

夏季攻坚、秋季大干、冬季提升”活动，全力抓

好路基标准化整修、路面病害处治、绿化管护等

日常性养护工作。创建 G234线 （S240线） 社旗县

城至唐河县城三桥等三段 165公里的“畅安舒美”

示范路。继续做好道班维修改造和功能升级工

作，进一步推动“公路+旅游”“公路服务设施＋

互联网”等新业态融合发展，4 月底前完成 S248
线南召境宝天曼等 8个停车区、观景台的建设任

务。6月底前完成全市普通干线公路新路网里程碑

和百米桩安装工作，完成部分国道交通标志调整

更新工作。积极应用“四新”技术，促进养护生

产创新发展。同时，从完善路网运行监测体系、

应急保障体系建设和推进“互联网+”路网管理 3
个方面，加强路网运行和信息技术的发展，适应

新常态下养护工作的新特点、新需要。

严验收 保质量

对已完工具备交竣工条件的项目，各级公路

部门要严格程序，完善手续，确保项目合法合

规。严格施工自检，牢固树立施工企业的质量主

体责任，健全监理抽检验证、业主巡检抽查的质

量监控体系，建立和完善施工自检体系。严格过

程监控，突出重点路段、重点施工工艺和结构物

外观尺寸、钢筋保护层厚度等重要数据的监控，

确保合格率达 100%。严格原材料监控，监理单位

和巡检单位要加强对原材料抽检和调查频率，发

现不合格材料，坚决清理出场。严格变更设计，

各施工单位要严格按照批复的施工图施工，不得

擅自变更，对确需变更的，严格按照相关要求，

完善变更手续。加强对施工、监理、巡检单位的

监管，加大巡查督导力度，及时发现问题，及时

整改到位，全力打造品质工程。

护路产 维路权

继续推进路产确权，进一步完善具有法律效力

的路产路权档案，明确权属性质，实现网上登记；强

化公路巡查，指导路产路权管理中心和各县区公路

局制订有针对性的巡查计划，加强与交通运输行政

执法机构的对接协调，推广应用“公路执法信息抄

告系统”。服务大件运输企业，做好公路阻断信息

上报工作，及时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可靠、准确的

信息。加强对辖区内跨（穿）越干线公路施工的监

管，针对违法施工行为，要及时报请当地政府组织

相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依法查处。强化队伍业务

技术培训，推行网上行政许可办理工作，提高办事

效率和服务水平，树立良好窗口形象。

守底线 保安全

牢固树立“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加快构建

安全生产风险和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强力推进企业

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诚信体系建设，开展主要负责

人安全生产述职，狠抓安全责任落实。加大安全生

产监管力度，继续突出重点时段、重要部位、重点环

节和重大活动期间的安全监管，持续抓好“公跨铁”

桥梁安全养护规范化管理、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治理、

公路工程施工安全专项治理、公路运营安全专项整

治等系列活动，有效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的发

生。以天气灾害、反恐防恐为重点，完善干线公路各

类应急救援预案，加强救援人员培训、装备配备和应

急演练，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上报制度，及时有效应

对各类突发事件事故，确保干线公路安全畅通。

攻坚战 走在前

打好交通公路脱贫攻坚战。积极推进 S243湍

源至 S329 交叉口段等 3 个交通脱贫项目前期工

作，争取项目早日开工建设。

打好扬尘污染防治攻坚战。进一步加大资金

投入，提高机扫率，提升日常管养和清扫保洁频

率，落实扬尘污染防治各项制度，实现“全路无

垃圾，车行无扬尘”。加强对施工工地的检查督

导，做到物料堆土全覆盖、施工区域无垃圾、施

工围挡无缺口，确保施工工地环保达标。全市各

路段进行干线公路责任牌、边界牌的设立，强化

“网格化”管理。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切实做好安

全、信访维稳及反恐防恐等工作，确保行业无重

大风险。

2018年，全市公路系统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在市交通运输局的大力支持下，以“一路一线”项目建

设为重点，以“干部作风整顿年”“项目建设突破年”活动为

抓手，举全局之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共完成公路建、养投

资 15.33亿元（不含西峡县），占年度目标任务的 103%，较

好地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年度公路工作亮点纷呈。

谋定后动
项目规划工作推进有力

2018年，我市普通干线公路“十三五”部、省项目库中

期调整工作圆满完成。“十三五”期间，我市共列入部库项

目 12个、省库项目 23个，位居全省各地市首位。目前，已

开展前期工作的 15个部、省、市库项目：S237新野白河特

大桥等 9个项目各项前期工作全部完成；G234平顶山交

界至方城县城段改建工程等 3个项目工可已通过评审，

正在办理前期要件；S243湍源至 S329交叉口段公路改建

工程、S243湍源至 S329交叉口段公路野人沟隧道新建工

程 2 个项目工可已批复，正在进行初步设计；S231(新
S234)鸭河工区至南阳市区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施工图

设计已评审。其中，2018年开展前期工作的 8个项目，建

设总里程 250.45千米，估算总投资 35.17亿元，可争取国

省补助资金 10.36亿元。与此同时，按照省交通厅、公路

局关于做好普通干线公路国土空间规划有关工作的通知

要求，制定了《南阳市普通干线公路国土空间线位控制规

划工作方案》，梳理上报了《十四五项目库》，完成了《普通

干线公路国土空间规划储备项目库》编制，确保了我市普

通干线公路国土空间规划工作有序推进。

克难攻坚
强力推进干线公路建设

2018年，全市公路部门强力推进 12个在建干线公路

工程项目建设，共完成投资 13.02亿元。“一路一线”项目

各参建单位克难攻坚，分别完成投资 3.5亿元和 5.3亿元，

提前 1个月完成年度投资计划。G207线南召分水岭至南

河店段等 5个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改建、新建干线公路

220公里，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优良率 95%以上。干线

公路融资建设取得重大突破，镇平、方城等县利用 PPP融

资模式，有效解决了干线公路地方配套资金不足的困

难。内乡县宛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筹措资金 50万元，建

立了内乡县公路工程施工信息化管理系统。S248旧邓线

南召石庙至内乡马山口镇段等 11个项目，2018年前已全

部完成交工验收工作。S331高兰线南阳境黄土岭隧道、

S331高兰线南召县城至宛洛界战备公路改建工程竣工验

收工作完成。与此同时，工程决算工作同步扎实推进，44
个工程决算项目已完成 36个，完成率 82%。

精心养护
综合服务保障能力得到提升

2018年，全市公路部门共实施养护工程 4大类 35个，

全年完成投资 2.31亿元。其中，大中修工程 6个，完成投

资 1.21 亿元；完成危桥改造项目 18 个，投资 0.61 亿元。

完成生命安全防护工程 5个，投资 0.25亿元；完成预防性

养护项目 6个，投资 0.23亿元。整修路肩边坡 430万平方

米，疏通排水系统 211万米，维修路基构造物 633处，维修

安全设施 728处，维修标志标牌 2175块，施划标线 1.5万
平方米，挖补坑槽 19万平方米，处理沉陷 2.4万平方米，

灌缝 31万延米，处理龟裂 1.1万平方米。投资 800万元，

完成 5个道班房改造；筹资 400余万元，建成新野县道路

应急服务中心并投入使用；积极打造月季景观公路，补栽

路树（花草）56万株，绿化管护 345万株。

完善档案
路产路权管理进一步规范

2018年，全市公路部门落实“一次办妥”要求，共办理

市级涉路施工许可 10件 42处，办理区域内大件运输许可

6件，协助办理跨区域大件运输许可 96件。配合相关部

门对周南高速等重大涉路施工项目现场勘验 37处，省公

路局已批准 21处。强化路产路权保护，完善具有法律效

力的路产路权管理档案，按照省公路局要求，完成了路产

联网系统安装运行，研发投用了“公路执法信息网上抄告

系统”。认真开展公路巡查工作，全年对全市普通干线公

路重点路段开展巡查 40余次，下发整改通知书 14份，并

对处理结果进行跟踪问效。认真做好阻断信息上报工

作，上报发布阻断信息 8处，上报发布率 100%。

排查隐患
安全生产工作持续向好

2018年，全市公路部门严格落实党政领导安全生产

责任制，全年未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开展安全生产教

育培训 18场次，参加安全生产月咨询日活动 435人次，设

置咨询台 19个，悬挂宣传展板 53块，发放宣传材料 3962
份。持续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全市干线公

路系统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487处，整改 487处，保障公路

安全畅通，成效显著。以创建“平安公路”为抓手，持续推

进“平安工地”“平安校园”“平安院落”建设。以火灾防

控、反恐防恐、扫黑除恶、春运、防汛抢险为重点，进一步

完善安全应急工作机制和预案，开展各种安全应急演练 6
次，参加演练 210人，组织反恐防恐培训 13场，有效提高

应急保障水平，确保干线公路系统安全稳定。

加大巡查
全面强化大气污染防治

全面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有关

要求，制定有针对性的方案，组织全市干线公路大气污染

防治督查 30次，下发整改通知单 10余份，对排查出的 7
个施工工地和 21处公路及沿线桥梁垃圾已全部整改完

毕。严格落实“六全”“三员”要求，严格落实国省干线公

路三级清扫保洁工作机制，加大清扫力度，加大巡查频

次，努力达到路面干净整洁，无抛撒（洒）物，边坡路肩无

垃圾。

“一路一线”开新局
建 养 并 重 谱 新 篇
——2018年全市普通干线公路工作亮点回顾

重抓重推重点项目 打造品质干线公路
— 2019 年 全 市 普 通 干 线 公 路 工 作 重 点 确 定

当前当前，，南阳正处于重要区域中心城市向大城市迈进的关键南阳正处于重要区域中心城市向大城市迈进的关键

阶段阶段，，更需要有大担当更需要有大担当、、大作为大作为

——市委书记张文深在市委六届八次全会上讲话摘要市委书记张文深在市委六届八次全会上讲话摘要

·保障大民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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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一线”攻坚誓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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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建设中的 S241淅川境丁家沟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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