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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执法在天中
举报交通运输违法违规行为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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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李异红）近
日，平舆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
大队积极开展公路路域环境整治工
作，重点治理在公路上打场晒粮等
违法行为，有效确保公路安全畅通。

该大队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悬
挂宣传横幅、张贴宣传标语等形式，
向群众宣传在公路及公路用地打场
晒粮、堆放杂物的危害性。

至目前，该大队共出动执法人
员 180 多人次，宣传车 60 多辆次，
悬挂条幅 20多个，推送移动手机短
信 10万条，清理公路上打场晒粮行
为 26 起，清除沿路堆放的秸秆、酒
瓶、晾晒物等杂物 139 处，保障了
县域公路安全畅通，消除了安全隐
患，营造了整洁、美观的交通通行
环境。②5

平舆县交通执法大队

治理公路晒粮 确保道路畅通

本报讯（记者 张新成）日前，上
蔡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依
托疫情防控力量，积极开展道路运输
市场“打非治违”常态化工作，严厉打
击客货运车辆非法营运行为，维护运
输市场秩序。

该大队抽调执法中队分别在 3
个高速公路出入口设卡布控，联合
公安交警、卫健等部门 24小时不间
断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做好对返蔡
车辆和人员的信息登记工作。定期
开展走访调研活动，与客货运和危

险品企业代表、司机代表及大件运
输企业负责人深入座谈交流，强化
疫情防控宣传，及时化解轻微违法
行为苗头，并征询执法工作意见和
建议，全力引导帮助企业解决实际
困难。

目前，该大队累计检测货运车
8529 辆，查处超限车 72 辆，卸货
2171 吨次，排查货运源头企业 9
家；查处违法违规营运网约车 3辆、
巡游出租车 1 辆，有效净化了客货
运市场环境。②5

上蔡县交通执法大队

“打非治违”步入常态化

西平县交通执法大队

坚守岗位职责 筑牢安全防线

本报讯 （通讯员 蒋军华）连日
来，西平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
大队早部署、早安排，扎实做好各项
交通运输执法工作。

该大队专门召开安全生产会
议，增强责任意识，继续严格坚持
领导带班值守制度，坚守岗位，履
职尽责，切实做好交通运输执法工
作。重拳出击整治非法营运行为，
统筹兼顾疫情防控和“打非治违”
工作。在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组织执法力量，加强对火车站、
汽车站等重点区域的检查力度，采
取错时执法等措施进行集中重点
查处，切实维护西平县道路运输市
场秩序。

在重点路段全天候不间断开展
巡查，对占用公路打场晒粮行为及
时制止、清理，对重点路段和事故易
发路段，增加监督检查频次，做到早
发现、早处置，确保辖区公路安全畅
通。②5

本报讯（通讯员 蒋军华）日前，
正阳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在大罗交通综合执法服务站举行行
政执法制式服装换装仪式，标志着该
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队伍规范化、标
准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该大队换
装仪式正式开始，全体执法人员身
着新式“晴空蓝”制式服装，整装列
队、身姿挺拔，大队负责人为中层干
部授予胸牌、胸号，并带领全体人员
高举右手，饱含激情、铿锵有力地面
向国旗庄严宣誓，充分诠释担当尽
责、恪尽职守、执法为民的坚定信

念。该大队执法代表发言，表示要以
此次换装为新起点，换装不换使命、
换装彰显担当，以更加扎实的作风、
更加激昂的精神、更加严谨的态度，
勇于争先、奋发有为，以实际行动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该大队负责人要求全体执法
人员要珍惜荣誉、忠诚履职，践行
使命、担当作为，进一步增强创新
意识和服务意识，认真履行交通运
输综合执法职能，不断提高执法效
能，积极创新执法机制，全力开创
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新局
面。②5

正阳县交通执法大队

举行换装仪式

上跨新阳高速的钢箱梁匝道桥。⑥5 机动车辆驶入新阳高速公路主线。⑥5

9月 21日，市公交公司组织志愿者在公园、广场、

公交站亭等，开展 2022 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

行宣传周广场宣传活动，倡议广大市民树立绿色出行

理念，争做低碳生活、绿色出行的传播者。⑥5
记者 张 勇 通讯员 戚阿东 摄影报道

绿色出行

助力低碳生活

本报讯 （记者 张 勇）9月 17日，
沈卢高速沈遂段第 5合同段首节装配
式箱涵浇筑圆满完成，同时标志着全
线首节装配式箱涵浇筑圆满完成。

第 5合同段装配式箱涵采用工厂

化预制方式，具有质量可靠、工期短、
标准化程度高等特点，同时缩短了工
期，节约了成本，有效提升了涵通施工
现场形象。正式浇筑前，第 5合同段项
目经理部组织召开了专题会议，认真

做好技术安全交底，明确施工人员分
工，为成功浇筑做好了充足准备。

沈卢高速项目起点位于周口市沈
丘县邢庄镇西赵楼村，与濮阳至湖北阳
新高速公路相交，终点位于遂平县常庄

镇龙庄村附近，接京港澳高速公路。项
目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
设计速度每小时 120 千米，建设里程
106公里，估算投资136亿元，其中驻马
店境内60公里，估算投资73亿元。②5

沈卢高速沈遂段首节装配式箱涵浇筑圆满完成

本报讯 （记者 张新成）自“打
非治违”专项整治行动以来，驿城
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围
绕打击重点扎实推进，行动取得阶
段性成果，有效净化了辖区道路运
输市场秩序。

在整治行动中，该大队紧盯辖
区“两客一危”“百吨王”等重点营运车
辆和重点路段，采取定点值守和流动
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强路面巡查管

控，重点对非法营运黑车和违规网约
车进行严厉打击，对存在违法行为的
车辆，要求驾驶人员立即整改，做到执
法与普法相结合，处罚与教育并重。

目前，该大队共出动执法力量
7651 人次、车 1766 辆次，共计检查
车 31787 辆次，处理违法违规案件
111起，其中非法营运 42起、违规经
营 69起，查处违法运输车 174辆，查
处大件运输违法车3辆。②5

驿城区交通执法大队

“打非治违”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本报讯 （记者 张新成 通讯员
蒋军华）9 月 16 日~17 日，省交通运
输厅执法监督局调研组一行到我市
就综合监管平台试点运行、货运源
头监管、超限站执法转型等工作进
行调研。

9月 16日，调研组到驿城区源头
企业商砼园区进行实地走访，先后查
看了园区进口磅房、科技监控设施、
新型商砼车辆，阅览了宣传活动展
板，认真听取了商砼园区企业源头治
理工作经验。在驿城区交通执法大队

信息指挥中心，调研组详细了解源头
治超视频远程监控情况，并对驿城区
过磅数据联网接入开展源头治超的
新举措给予充分肯定。

在市交通运输综合调度指挥中
心，调研组听取了相关负责人对综合
监管平台试点运行工作情况的汇报，
了解平台日常运行、工作流程等情
况。调研组对驻马店依托监管平台开
展数据应用、自动拦截等试点工作给
予了高度评价。

随后，调研组到确山县方瑞科

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该企业通过
智能科技管理系统进行货运源头监
管的先进做法，并观看了源头监管
视频短片。调研组指出，确山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源头企业大力配
合，执法机构科技监管，源头治超工
作 取 得 了 明 显 成 效 ，要 把“ 确 山 经
验”推广到全省，进一步推动全省治
超工作不断创新。

9月 17日上午，调研组到正阳县
交通执法大队，观看了正在排练的现
场模拟执法情景剧，并提出了指导建

议；现场查看了正阳县大罗综合执法
服务站上墙制度、资料归档、便民服
务、综合执法服务平台应用等情况，
详细询问了交通公安联合执法和人
员配备、案件办理、疫情防控等具体
工作情况。

座谈会上，调研组认为，正阳县
先试先行、积极探索，在超限检测站
综合执法转型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
要总结好执法转型先进经验，在全省
推广应用，着力打造交通运输综合行
政执法新模式。②5

提升科技监管水平 加强货运源头监管

省交通运输厅执法监督局调研组到我市调研

许信高速横山枢纽互通保通辅道

顺利完成改道任务
记者 张 勇 文/图

9月 16日 9时 30分，各类机动车
辆井然有序地从新阳高速公路主线
驶过，这标志着许信高速横山枢纽互
通工程在确保车辆正常通行的情况
下，顺利完成保通辅道改道任务。保
通辅道完成改道后，新阳高速公路主
线道路将重新开启通行。

“横山枢纽互通是许信高速公
路今年年底通车路段的重难点工程
之一，能否按计划完成任务直接影
响年底通车目标，项目公司对此高
度重视，主要领导亲自抓落实，积极
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确保按时完

成各项施工节点任务，为项目年底
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许信高速公
路 项 目 公 司 总 经 理 助 理 门 博 说 。

许信高速横山枢纽互通承载着
新阳高速公路和许信高速公路交通
转换的功能，设置匝道 8 条、桥梁
15 座、涵洞 1 座、圆管涵 12 道，土石
方工程量 138 万立方米，占地面积
约 56.5 万平方米。许信高速第 7 合
同段驻地监理张辉说：“横山枢纽
互通是许信高速项目的控制性工
程，在整个监理工作中我们把工程
质量监理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坚持

超前监理、预先提示、履行程序、提
高效率、科学组织的原则，本着对
业主负责和对工程负责的态度，高
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监理任务。”
横山枢纽互通由许信高速第 7 合同
段承建，安全保通自 4 月 15 日起，
共历时 153 天，此次改道任务顺利
完成，标志着许信高速第 7 合同段
工程施工进入新阶段。“我们项目
部超前谋划，精心组织，克服了工
期紧、任务重、疫情防控、高温天气
持续时间长等困难，经过全体参建
人员夜以继日的不懈努力，圆满完

成新阳高速公路改造桥 1 座、钢箱
梁匝道桥 2 座等施工任务，为项目
后续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河南
省公路工程局许信高速第 7 合同段
总工张瑞泼告诉记者，“我们将一
鼓作气，控制好关键环节和工序，
克服一切困难，向年底通车的目标
展开最后冲刺。”

许信高速第 7合同段总产值 8.5
亿元，目前已完成产值 7.3亿元，水稳
主线已基本完成，路面主线下面层完
成 90%，主线中面层完成 50%。金顶
山隧道实现双洞贯通。②5

发挥交通“先行官”作用 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