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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春运办、市交通运输局 2020 年 1 月 17 日

【 部门动态 】

廖鹏副局长带队开展 2020 年渡口渡运

春运安全综合检查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渡口渡运安全管理工作，加强 2020 年春

运期间渡口渡运的安全管理，全面排查安全隐患，保障群众平安

出行。1 月 14 日上午，由市交通运输局廖鹏副局长带队，组织

市交通运输局、市应急管理局、中山海事局和涉渡镇区等部门工

作人员组成检查工作组，到黄圃镇和南头镇开展春运渡口安全检

查工作。

检查组一行共检查了和泰、低沙、大滘、大奎和中浪 5 个渡

口，每到一个渡口，检查组都查看渡口码头及其配套设施和渡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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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状况，仔细检查了现场安全管理、消防、救生、安全设施、

船舶和配员等情况，了解渡口渡船的运营情况。廖鹏副局长叮嘱

渡口安全负责人在春运期间要关注天气，注意控制人流量，特别

是遇农村集市等人流量相对集中时期，严禁超员、超额。强调要

切实落实好春运期间的渡口渡运秩序和安全保障，落实渡口渡运

安全主体责任，强化渡口工作人员应急值守，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确保春节期间水上交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让群众度过一个快

乐、祥和、平安的春节。

(小榄港港航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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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 护航春运

平平安安、回家过年，是老百姓最朴素的期待。作为小榄镇

一年中最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安全对于春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镇春运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以人民为中心，按照春运工作方

案，落实落细春运各项工作。

市场监管分局强化春运客运票价检查工作

1 月 13 日，市场监管分局联合交通运输分局，在镇内重点

客运站开展春运客运票价检查工作。检查人员对客运票价政策落

实情况、票价明码公示情况进行了检查，提醒客运站自觉遵守《价

格法》及相关价格政策的落实，强化站场及车辆班次管理，严禁

擅自涨价、价外收费、强制捆绑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要求客运

站必须严格按有关规定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公布各类车型、

各条线路客运班车的票价、当天实际执行的票价等，做好明码标

价工作，增加票价的透明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从检查的情况

来看，目前我镇客运站整体平稳，秩序井然，客运站场内票价明

码标价公示比较规范，切实维护了广大旅客的切身利益。据了解，

目前珠三角线路票价不变，省内长途和省际线路票价比平日有较

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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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分局联合交通分局开展站场票价核查

巡警大队守护客运站倾力护航春运

春节前夕，外来务工人员陆续返乡过年，我镇客运站人流量

剧增，社会治安更加复杂。1 月 13 日，巡警大队民警重点对客

运站内外的人防、技防、物防措施的落实情况，乘客实名制情况，

安检设备运行情况，以及工作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等逐一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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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同时，民警要求客运站负责人在春运期间进一步加大安全

保卫工作，强化安检卡口，坚决阻止易燃易爆物品、管制刀具等

违禁物品进站，做到进站旅客人人必过安全门，进站物品件件必

过 X 光机，确保安全万无一失。

春运期间，巡警大队将组织民警开展车站周边治安环境排查

整治和车站治安执勤，建立快速接处警反应机制，切实维护车站

及周边秩序，竭尽所能为旅客排忧解难，严厉打击侵害旅客合法

权益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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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汽车客运站安全检查确保群众春运安全

镇卫计局到小榄车站开展春运卫生督查工作

为做好春运期间传染病防控工作与健康教育知识宣传工作，

保障人民群众春节期间的身体健康，1 月 14 日上午，镇卫计局

关汝添副局长带队，组织卫监专业人员对小榄车站进行传染病防

控工作指导。关汝添副局长提出，春运期间各车站人流激增，每

日出入客运站人流量达到全年高峰，容易引起呼吸道、消化道等

传染病的传播。客运站需落实好人群密集场所的传染病防控措

施，重点抓好候车室、购票室、卫生间的通风、消毒清洁及旅客

健康教育等工作。检查人员还对车站免费提供的饮用水设施和水

质进行了抽查。

春运期间，交通运输分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开展“情满旅

途”活动，督促运输企业和场站运营企业细化实化便民服务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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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重点旅客服务力度，着力打造“温馨春运”。

▲卫计局到小榄车站开展医疗卫生保障工作督查

（小榄镇春运办）

平安春运|西区在行动

2020 年 1 月 10 日

全国春运正式拉开序幕

一年一度的春运正式开启！



8

▲中山市汽车总站人头涌动

此刻

不管你是奔波在回家的路上

还是依然坚持工作岗位

都祝大家

新年快乐，一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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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区春运目前情况如何

1 月 10 日—13 日，西区道路运输行业共发送班次 3155 班，

总旅客量：4.1435 万人。省际班车发车 602 班次，累计发送旅

客 7542 人次。市际班车发车 2112 班次，累计发送旅客 2.1 万人

次。机场快线发车 146 班次，累计发送旅客 2970 人次。港澳班

线 119 班次，累计发送旅客 2965 人次。

1 月 10 日，2020 年春运正式开始，我区各客运站场人头攒

动，返乡乘客络绎不绝，西区党工委办事处提高政治站位，牢固

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责任担当，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要求，全力打造“平安

春运”。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西区干部如何守护大家回家的路，以

及春运出行应该注意的问题。

01 105 国道沿线执法

西区安排机动组执法人员，严布执法防线，加大对 105 国道

及周边黑点的巡查、执法力度，严禁车辆“三超一疲劳”、醉酒

驾驶、站外揽客、私拉乱跑。春运 4 日期间，在 105 国道沿线共

查处了 10 宗违法违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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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门 105 国道沿线执法

交通部门温馨提示：

请各位参加春运的驾驶员，在归心似箭时，为了驾驶的安全

请勿麻痹大意。遵守交通规则、严禁“三超一疲劳”驾驶、醉酒

驾驶、违规经营，遵纪守法、文明驾驶共创“畅顺春运、平安春

运、温馨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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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部门 105 国道沿线执法

02 西区各汽车客运站

西区深入贯彻落实《汽车客运站安全生产规范》要求，督促

客运站严格落实“三不进站、六不出站”、安全例检、班线客车

进站发班等源头安全管理制度，确保出站车辆安全带、安全锤、

灭火器等必要器材配备齐全、良好；严格执行旅客实名制买票检

票乘车规定，监督进站班车驾驶员认真开展“五不两确保”安全

承诺和“安全带—生命带”宣传告知制度。春运前 4 天，西区共

出动执法人员 45 人次，抽查汽车总站及各配客点营运车辆 206

辆。

▲执法人员严格检查出站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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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门温馨提示：

各位从我区返乡回家的乘客，为了大家回家能过个平安年，

请在乘坐道路客运车辆时要注意佩戴好安全带。在春运期间，西

区春运领导工作小组将加大力度对各站场的巡查，对于未按规定

佩戴好安全带的车辆，严禁从客运站场出发。在各春运执勤点、

高速路口也将对过往客车逐辆排查，对于有乘客未佩戴好安全带

的车辆，执法部门将对相关车辆、从业人员进行严厉教育及处罚。

▲执法人员逐个检查乘客佩戴安全带情况

03 广珠西高速路西区入口

西区在广珠西线高速公路西区入口处设置春运执勤点，交

通、公安、交警、城管、环保等多部门联合守护西大门，一方面

严查途经中山西离开的客车，防止超载、证照不齐、运载危险品

违禁品等客车带病上路，消除安全隐患；一方面引导车辆有序通

过收费站，防止出现长时间拥堵。春运 4 日，交通运输执法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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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检查客运车辆 230 余辆，查处客运违章行为 20 宗。

▲广珠西线西入口执勤点执法

交通部门温馨提示：

各位从返乡回家的乘客，为了大家顺利畅顺回家，请勿在站

外乘搭违法违规车辆。在春运期间，在广珠西线高速公路西区入

口，执法部门将对客运车辆、从业人员逐辆、逐人排查，当发现

有乘客未有携带车票、站外上客的情况，将按要求对违规的车辆

进行处罚，并要求车辆到合法的客运站场补办相关车辆发班、安

检、乘客安检的手续。请各位乘客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在站外乘

搭违规的车辆，在高速路口执勤点被巡查发现后需要耗费更长的

时间补办手续就得不偿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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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珠西线西入口执勤点执法

（西区春运办）

东区办事处主任郭卫华带队视察

益华配客点春运工作

一年一度的春运已经开始，全市各相关部门、各镇区都高度

重视，投入紧张繁忙的春运工作中，东区党工委、办事处对每一

年的春运工作都高度重视。1 月 14 日上午，东区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任郭卫华同志亲自带队，与东区春运领导小组组长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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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委员、各成员单位负责人一起到益华配客点视察春运工作。

郭卫华主任现场与益华配客点负责人进行了交谈，了解春运

开始以来的客流量和配客点的运作情况，并叮嘱益华配客点一定

要落实好安全生产工作、一定要做好文明诚信经营、一定要为旅

客出行创造一个便捷舒适的平台。

益华配客点是东区客流量最大的一个配客点，承载着我区乃

至城区许多旅客出行的重任，东区主要领导每年都对益华配客点

进行春运检查，足见我区对春运工作的重视。

（东区春运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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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榄镇“春风送暖”在行动

2020 年 1 月 13 日起，藉春运之际，小榄镇在小榄车站开展

以镇人社分局、工会、团委、流管办为主办单位，以“春暖民心，

服务民生”为主题的春风送暖系列活动。另外，为教育引导广大

群众自觉抵制邪教，积极检举揭发邪教违法犯罪活动，以及进一

步增强群众爱路护路、反间防谍等安全意识，镇综治维稳办、防

范办、护路办、防线办以此活动为契机，积极开展宣传工作。

活动现场设公共服务咨询摊位，走近群众、服务群众，为广

大返乡外来务工建设者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道路交通安全

信息、义诊、义工、送热水、送“福”字等暖心服务。截至此时，

工作人员向来往人员派发宣传单张、手册、小礼品等共约 6000

余份，大力宣传安全知识，引导广大群众安全出行。

通过本次活动，增强了广大群众的反邪教意识、护路知识、

反间防谍安全意识以及对小榄镇的归属感，对进一步营造和谐共

融新小榄起到大大促进作用。目前，我镇春运安全工作总体平稳，

春运工作有序开展。下一步，我办将继续抓实工作措施，压实工

作责任，全力以赴做好平安春运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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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活动现场

（小榄镇综治维稳办）

【 执法动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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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回家，公安、交通分局联合执法，

守护您出行

回家，是每年春节永恒不变的话题, 为期 40 天的春运，10

日拉开帷幕。为做好我镇春运工作，保障人民群众平安出行

三角交通人这样保障春运平安：为严厉打击“黑大巴”，三

角镇公安、交通部门将周密部署，在高速路口、高平大道、金三

大道、车站等重点地段治安防控，同时加大联合执法力度，针对

辖区重点区域车辆违规行驶、非法营运和违停等现象，通过驻点

检查、联合稽查、机动巡查等多种方式，严厉查处客运车辆无证

经营、站外揽客、倒客、甩客等违法违规行为（目前已查处客运

违章行为 2 宗），强化道路运输市场监管，共同维护春运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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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交通运输局三角分局）

春运启帷，交通运输部门马力全开

春运伊始，面对客流、货流集中，运输需求旺盛，各类交通

运输违法明显增多，人、车、路、环境等各类安全风险因素相互

叠加带来的严峻形势，小榄交通运输分局聚焦春运道路运输安全

工作，精密部署一系列检查执法行动安排，切实保障春运期间道

路运输市场安全、有序。

一、强化重点区域执法巡查

加强对辖区汽车客运站、配客点、城轨站、高速公路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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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国道和菊城大道（客运车辆违法违规多发地）及其周边等重

点领域的执法巡查力度，重点站场每天派员驻站执法，严厉打击

大客车非法营运，客运班车站外揽客或不按规定线路行驶，客运

包车不规范经营，客运站场未严格落实“三不进站，六不出站”

和实名制售票，出租车议价、拒载等违法违规行为。

▲严格检查客运车辆，严厉打击各类交通运输违法行为

二、制定并严格落实全员上路及 24 小时勤务制度。

春运期间，交通分局实行全天 24 小时勤务制度，制定了《小

榄交通运输分局 2020 年春运期间 24 小时值班表》合理分配了执

法人员和编排了每日的值班班次，全分局所有人员取消节假日休

息，全部上岗执勤备勤，采取定点执勤与巡逻管控相结合的办法，

将执法力量最大限度摆在路面上。同时加强夜间、凌晨执勤力度，

实现全天候、无缝隙管控，形成了严管严处整治氛围，以“零容

忍”手段严查各种交通运输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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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坚持夜间、凌晨上路巡查、执法

三、开展重点企业和车辆动态监管执法

全面对辖区内“两客一危”运输企业及车辆开展动态监控执

法检查，重点检查道路运输企业是否使用符合标准的监控平台、

是否执行交通违法动态信息处理制度、是否配备专职监控人员、

定位装置是否故障、车辆动态监控数据是否正常、是否存在屏蔽

信号或篡改车辆动态监控数据的情况等违法违规行为。要求违规

多发企业春运期间每天报送没按线路牌起点站发班的车辆信息，

同时对违规多发企业开展约谈，并落户督查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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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执法人员联合交警加强对车载动态监控设备的

检查，并通过监控系统开展交通运输违法行为执法

四、加强外省籍客车跟踪管控

外省籍客车异地经营（即线路两端均不在我辖区）、伪造牌

证等违法行为多发，经营资质违法现象突出。春运开始前，我分

局积极联动榄运公司，强化打击合力，筹备转运力量，并调集精

兵强将，对辖区内的违法违规多发黑点进行了地毯式摸排。对停

在路边的外省籍客车逢车必查，摸清底数和去向,做好证件登

记 ，敦促其进站经营、遵章守法。对不具备合法手续、异地经

营的外省籍车辆,及时通报车籍地加强车辆监管，其次是通报市

内兄弟单位，密切留意其去向。以上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外省客车

非法经营的气焰，维护了春运期间辖区道路旅客运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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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对停在路边的外省籍客车逢车必查

（小榄镇春运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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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