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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总第 3 期

（中山春运专刊【2020】第 3 期）

市春运办、市交通运输局 2020 年 1 月 14 日

【 执法动态 】

春运拉开帷幕 执法保驾护航

——梁克局长参加春运首日凌晨交通执法行动

2020 年 1 月 10 日春运首

日，凌晨 4 点，中山市交通运

输局在第二办公区举行了

2020 年春运交通执法启动仪

式，局党组书记、局长梁克参

加仪式并作动员讲话，提出了

春运执法工作要求，鼓舞了交通队伍士气干劲。简单动员会后，

梁克局长参加了春运首日凌晨执法行动。

中山市交通运输局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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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期间，我市交通执法

部门重拳出击，加大力度查处

客运车辆不按线路行驶，路边

上下客等非法运输行为，重点

打击无牌无证、营转非、非法

营运黑大巴、无资质旅游包车

等非法运输行为。当日凌晨执法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 33 人，

执法车辆 8 台，检查各类运输车辆 46 台，查处违法案件 15 宗。

春运高峰期，我市交通执法部门每日执法时间从凌晨 4 时开

始，到晚上 21 时，全天执法 17 个小时，同一时间段有 9 支交通

执法队伍，36 名执法人员，在 24 个镇区，4 个高速执勤，3 个

治超点开展交通执法工作，做到点、线、面全覆盖，不留任何执

法死角，严厉打击非法经营行为，保障市民群众出行安全，确保

春运安全有序。

(执法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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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一线安全责任，保障春运安全有序

2020 年 1 月 9 日，市交通

运输局副处级领导郭景安与道

路运输管理科相关人员一起到

开发区城东车站和粤运同兴运

输公司检查春运安全工作。检

查人员对站场的“三品”查堵

情况，乘客实名制购票检票情况、车辆回场必检情况及两个“承

诺”的落实情况逐一进行检查。郭景安同志要求受检企业要确实

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严格按照交通主管部门关于做好春运安全工

作的要求，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春运安全。

(运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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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技术管理科实地检查春运安全生产工作

2020 年春运的第一天，为进一步强化我市客运站场以及机

动车性能检测站安全管理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

确保春运期间道路交通运

输安全形势稳定，1 月 10

日上午，副局长伍曦宇带

领局车辆技术管理科和道

路运输管理科相关人员，

到市小榄汽车总站以及小

榄榄运机动车检测有限公

司，检查企业开展车辆检测和回场必检工作。

检查小榄榄运机动

车检测有限公司相关事

项时，副局长伍曦宇提到，

春运期间小榄榄运机动

车检测有限公司必须认

真做好营运车辆检测工

作。特别是参与春运的客车，要求企业做好车辆的安全性能检测

工作，杜绝“带病”客车参与春运。

(车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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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协同联动开展节前

公路工程质量安全执法监督检查

2020 年春节临近，为确保

我市在建公路项目春节期间

质量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有效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坚决遏

制施工扬尘污染，我局执法二

科与公路工程事务中心、路政

管理科启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对在建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开展特

种设备及施工扬尘污染专项联合执法监督检查。

1 月 6 日至 9 日，重点对坦洲快线、中山西环高速公路工程

项目 5 个标段开展专项督查，出动执法监督检查人员 40 人次。

检查组连续作战，对每个项目部通过听、看、查、改进行“一杆

式”监督检查，务求对建设项目特种设备及施工扬尘污染管理情

况进行查漏补缺，督促项目参建各方全面落实安全风险管控和事

故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检查组首先听取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的工作开展情况以及下一步工作安排；随后，检查组分

成内业和外业两个小组，采取随机抽查方式，内业组对特种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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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吊“一机一档”等内业资料做了详细检查，外业组实地查看

了施工现场和预制场，并就项目质量安全管理行为、安全生产现

场、监理工作、特种设备证件及操作人员资质进行检查，查看相

关资料。每个项目段，检查一

结束，检查组立即召开情况反

馈会，及时通报检查发现的问

题，要求各参建单位按照责任

划分，对存在的问题认真落实

整改，做到举一反三，全面加

强自查自纠：一是建设单位应加强对施工、监理单位的合同管理，

加强履约检查，提高对现场监管能力，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

二是监理单位应严格按照监理规范程序有效开展监理工作，并对

施工现场存在的质量安全问题及时发出监理通知，并督促整改落

实到位；三是施工单位应做好安全措施，把好质量控制，确保工

程质量和施工安全。

最后，检查组要求相关单位夯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

实各项安全生产措施，做好春节放假期间安全防护及施工现场的

封闭等工作，并妥善安置留守、值守人员，协力为我市交通建设

保驾护航。

(执法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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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动态 】

我市提前启动春运交通安保工作

按照省公安厅的统一部署，1 月 5 日，我市提前启动 4 个春

运执勤点，严查客车、危险品运输车等重点车辆，严防道路交通

事故。

一、全面把好重要关口。全市 4个市级春运执勤点正式启动，

从市局机关及直属单位抽调 16 名警力组成增援队伍支援 4 个市

级春运执勤点；各执勤人员于今天早上 8 时上岗，落实 12 小时

勤务，重点查出“两客一危”、营转非大客车、摩托车等重点车

辆，严把出城、上高速、过境“三关”。各市级春运执勤点共计

检查重点车辆 428 辆次，未发现超员等严重违法行为。

二、严抓“人车路企”隐患清零。一是通过深入走访重点运

输企业以及后台数据筛查，排查出 747 名存在安全隐患的重点驾

驶人和 36 辆逾期未检验、逾期未报废的客运车辆，已全部禁止

参加春运。二是各大队共计约谈辖区高风险客货运输企业 28 家

次。三是排查出的 23 处市级督办危险路段已全部整改完毕，另

外大涌镇存在 2处未完成整改的马路市场，已要求相关单位落实

临时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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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积极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全市开展“平安春运 你

我同行——百万市民签名活动”30 场次，设置各类宣传展板 110

套、悬挂横幅 290 条，各级宣教民警深入辖区运输企业、厂企上

交通安全课 66课时，深入学校上课 56课时，派发宣传资料 50000

余份；利用微信微博推送信息 28 条，电台、电视台宣传次 22 次，

市级纸媒发布信息 1 条；通过 12123 平台、企信通发送短信 3 条，

受教育 18 万人次。

(交警支队)

黄新健同志检查督导春运执勤点工作

1 月 6 日上午，交警支队

支队长黄新健率队到市级春

运执勤点督导检查勤务运作

情况。

我市市级春运执勤点于

1 月 5 日正式启动。为确保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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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执勤点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黄新健同志在李鹏昊副支队

长及科技、行政、交管等领导

的陪同下，于 6 日上午深入主

要春运执勤点进行检查督导，

了解执勤点警力配置、警务通检查登记等工作，对个别执勤点设

施设置、宣传栏摆放不合理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并要求相关科室

配合做好春运工作：一是行政科要做好各春运执勤点后勤保障工

作，保障执勤点民警保暖、饮食饮水等；二是科技科要确保春运

执勤点监控设备正常使用，在春运结束后将所有视频资料存档，

同时做好警务通设备运维保障；三是指挥中心、政工科、交管科

要配合做好春运执勤点警力抽调等工作，确保执勤警力保障到位。

(交警支队)

小榄镇护路办多举措抓好春运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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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路联防工作

为深入落实上级关于做好 2020 年春运工作要求，小榄镇

护路办提前部署，在 1 月 8 日下午，联合镇住建局、广州南站

高铁公路段、社区等相关负责人组成春运风险隐患排查组，严

格排查辖区铁路沿线风险隐患，及时落实整治措施，全力打好

春运护路安保攻坚战。

首先，排查组一行到绩东二以及联丰沿线路段开展巡检工

作，过程中发现三处（星源路 31～33 号、源发街四巷一号之

一、联丰路改造工程）影响铁路安全的隐患，排查组随即联系

业主及工程负责人，要求其迅

速落实整改措施，尽快消除安

全隐患。

本次排查工作结束后，

排查组以及小榄镇联丰路改

造工程施工单位（太平洋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集中在镇综治维稳办，针对该改造工

程存在的安全隐患，召开工作协调会，因案施策。会上，广州

南站高铁公路段陈主任逐项指出该工程存在的隐患问题，并要

求施工单位尽快按照整改要求，落实整改措施。随后，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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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明确了具体整改时间及措施，承诺会

做好一切防控工作，尽快消除隐患源，特别是春运期间，严防

现场发生涉安全隐患事件。

最后，镇护路办钟志文提出：一是在春运期间始终保持高

度警惕，加强协调联动，务必把春运前防控工作做细、做到位；

二是要强化管理和隐患清零，扎实做好安全工作；三是要全力克

服填埋工程需时长的现状，及时修复施工周边道路和标识等硬件

设施，确保道路畅通明晰，共同打造平安春运。

(小榄镇护路办)

送：省春运办，省交通运输厅春运办，市政府高瑞生副市长，市府办谢

军杰副主任，市府办，市春运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发：火炬开发区管委会，翠亨新区管委会，各镇政府、区办事处，各镇

（区）交通运输分局，各道路运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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