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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总第 7 期

（中山春运专刊【2020】第 7 期）

市春运办、市交通运输局 2020 年 1 月 17 日

【 部门动态 】

梁克局长带队检查危险化学品码头

安全生产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港口危险化学品码头安全管理工作，确保

春节期间港口安全生产形势稳定，1 月 15 日下午，市交通运输

局党组书记、局长梁克，副局长廖鹏率相关科室人员到中山港区

危化码头实地检查安全生产情况。

在中山市盛鸿石化有限公司，梁局详细了解该公司及附近五

家危险品码头的情况，仔细察看了码头生产设备设施，听取企业

负责人关于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准备情况。为检查企业的应急处置

实操能力，梁局突击要求企业开展一次模拟输油管泄漏应急演

练。盛鸿石化员工迅速启动了应对机制，相关设施材料能及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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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基本达到应对生产事故的要求，但也存在未确定装卸方向、

现场人员未按要求撤离等问题。在中山市广泰发化工贸易有限公

司，梁局查看了企业设备设施维护情况、现场考查了工作人员的

业务水平，重点了解了企业危险性较高的二氯乙烷产品装卸及安

全防护情况，对企业安全生产标语上墙表示肯定，并要求企业一

定要按照相关规范制度严格管理。

检查中山市盛鸿石化有限公司



3

检查中山市广泰发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梁局强调，90%以上的危化安全生产事故都是人为操作不当

引起的，石化码头是高危作业区，各企业一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

产这根弦，密切配合管理部门工作，落实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要自觉加强企业安全隐患排查及治理，加强人员培训，安全制度

要上墙入册，更要入心入脑。要进一步加强一线工作人员的操作

规范，以严密的操作流程堵塞安全漏洞。要以模拟实战的水平加

强应急演练，演练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整改，全力提高应急能力。

市交通运输局各相关科室和分局，要深刻吸取 1 月 14 日珠

海长炼石化设备有限公司爆炸事故的教训，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

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全国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工作方案》及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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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春运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安全大检查要做到“全覆盖”，

无死角，不留盲区，全面彻底地排查出我市港口危险货物作业安

全生产隐患，力保我市港口安全生产整体稳定。

(中山港港航分局)

柳生林副局长带队到交通运输分局开展春运

安全督导工作

为确保局春运工作部署有效落实，1 月 15 日、16 日，由柳

生林副局长带队，局运管科和局执法五科人员组成的督查组到南

区、五桂山和港口交通运输分局开展春运安全督导工作。

督查组按照局《关于印发中山市交通运输局领导成员 2020

年春运安全保障分片联系暨督查工作方案的通知》，通过查阅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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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材料，听取分局汇报等方式，重点对工作部署，网格化管理、

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执法检查行动、应

急值守等方面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检查结束后，柳生林副局长对分局严格落实局工作部署予以

充分肯定，并对抓好后续春运安保工作再次强调：一是要持续抓

好“两客一危”等重点企业安全监管，强化制度建设和落实；二

是要督促企业增强安全教育，提高企业各从业人员安全素养，杜

绝侥幸心理，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三是强化执法力

量和查处力度，坚决打击营转非车辆、外省籍客车违法经营行为；

四是要做好安全宣传，特别是针对高校放假学生，要积极联合校

方等有关单位，引导学生选乘有资质的合法营运车辆回家和返

校，保障出行安全。

(局运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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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通运输局督查我区春运安全生产工作

1 月 16 日上午，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伍曦宇、车技科科长

郑凌一行对我区春运安全生产工作开展综合督查。区办事处副主

任侯凤明、交通分局局长黄陈芳等陪同督查。

督查组一行首先来到中山北站，查看了站前广场出租车、公

交车营运秩序和站前路段交通秩序，慰问了一线执法工作人员，

对他们的辛勤工作表示充分肯定，勉励他们站好岗、履好职、尽

好责，全力以赴做好今年春运工作，特别是抓好重点区域的交通

执法工作。随后，督查组来到中山市富华运输公司，检查了企业

春运安全生产工作情况，要求企业落实对车辆的出场检查、驾驶

员的安全教育，确保不漏一车一人，严防车辆带“病”上路。

最后，督查组听取了我区今年春运安全生产工作汇报，详细

检查了安全生产专项档案资料，深入了解今年春运工作的落实情

况。伍曦宇副局长充分肯定了我区的春运工作，认为我区的春运

工作计划周密，前期准备充分，安全生产检查到位，采取的措施

得当，并对下一阶段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持续做好

安全生产工作，结合行业实际加强道路运输行业安全监管；二是

加强执法检查，重点查处客运班车、旅游包车违法违规行为，保

障春运期间城轨站场等重点区域交通运输秩序；三是加强行业安

全生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站场电子显示屏、宣传栏等资源，宣

传安全出行、文明行车等理念，营造“平安春运”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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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督查组一行检查中山市富华运输公司

图为督查组一行检查中山北站

（石岐区春运办：成冬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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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领导郭景安带队到东升小榄开展春运安全

督导工作

为确保局的春运工作部署有效落实，进一步强化客运站、配

客点春运安全管理，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1 月 15 日下午，

由局领导郭景安带队，局运管科人员组成的督查组到东升、小榄

进行安全督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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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组重点对辖区分局春运安保措施、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等落实情况开展检查。一是对客运站、配客点进行安全检查。

督查组来到东升春运临时客运配客点和小榄车站，现场询问企业

负责人，了解车站当日旅客发送情况、旅客购票实名制落实情况

和“三品”检查落实情况等，现场对进站旅客安检设备设施进行

检测，抽查停靠营运车辆，对我局近期部署的春运安全工作要求

进行传达，指导企业抓好春运保安全、保稳定工作。二是对辖区

交通运输分局开展督查。督查组通过查阅档案材料、听取汇报，

了解分局开展的春运工作部署、网络化监管、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执法检查、应急值班等情况，郭景安对分局落实局的工作部署，

严格开展执法行动予以充分肯定。

检查结束后，郭景安就持续抓好春运期间的安全保障工作进

行再次强调：一是各车站（配客点）务必严格按要求落实好“三

不进站、六不出站”管理规定、旅客购票实名制等工作，把好运

输安全源头关。二是分局要强化安全责任意识，不折不扣、持之

以恒抓好辖区行业安全监管、执法检查、应急值守等工作。

(局运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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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沙镇党委书记检查春运安全工作

2020 年 1 月 17 日早上,为做好岁末年初安全生产事故防范

工作,阜沙镇党委书记曹富全到广珠西线东阜收费站检查春运工

作，公安分局局长李亮欢、副镇长苏敏雄参加了检查。

曹富全书记表示，今年春运开始较早，务工返乡、学生放假、

探亲旅游等客流相互叠加，要贯彻落实《2020 年阜沙镇春运工

作方案》组织好人力资源，全面保障 2020 年春运工作安全运行。

此外，曹富全书记在平安春运板上签名，倡导文明出行。

党委书记曹富全到广珠西线高速路口春运检查点了解 2020 年春运工作

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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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富全书记在平安春运板上签名，倡导文明出行

(阜沙镇交通分局)

【 人文春运 】

情满旅途 畅享交通”志愿服务

暖人心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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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打造“人文春运”，为旅客提供亲

情化的志愿服务，为交通从业者办实事、送关怀，传递社会正能

量。2020 年 1 月 10 日、16 日我局组织党员志愿者在中山市汽车

总站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情满旅途 畅享交通”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我局党员志愿者们穿着统一志愿者马甲，热情饱

满，分布在售票大厅、安检区、候车室等多个服务点，为旅客搬

运行李、维护秩序文明劝导、派发《客运班次》宣传资料，耐心

为旅客解答票务信息、班车线路、微信购票等各种疑问。一个个

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们穿梭在车站内、站外，为携带大包小包的

旅客伸出援手成为春运期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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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满旅途 畅享交通”志愿服务活动，充分展现了中山交

通人爱岗敬业、关爱社会、甘于奉献的精神风貌，为旅客们带来

了贴心的温暖，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对春运出行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

（信息中心 何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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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冬行动”在大涌上演！旅客纷纷点赞

春节将至，1 月 15 日上午，大涌交通分局联合大涌镇团委、

大涌镇青志协、大涌医院、公安分局、交警等相关单位，在大涌

车站开展以“暖冬行动”为主题的春运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

动温暖返乡的各路旅客。

现场，志愿者们为返乡旅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包括提供

饮用水、行路指引、帮助查看车票与候车时间、提拿行李等。用

“举手之劳”，温暖了整个候车间。

志愿者们还向群众派发宣传单张，讲解交通安全出行常识及

防诈骗技巧，并设立摊位，为旅客提供义诊、医疗咨询等便民服

务。用“全套服务”，为返乡旅客保驾护航。

群众表示，这种活动不仅为他们提供了贴心的服务，也给他

们的回家路上带来了一份亲切而温暖的关怀。

志愿者帮旅客提拿行李 志愿者为返乡旅客提供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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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发宣传单张

讲解交通安全出行常识及防诈骗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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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摊位，为旅客提供义诊、医疗咨询等便民服务

（大涌交通分局）

春运期间天气预报

【省内天气实况及预测】

17 日受冷空气影响，中北部日平均气温下降 3～5℃，南部下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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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过程最低气温将出现在 17 日早晨；19 日北方弱冷空气补充影响我

省，气温小幅下降。17-19 日，粤北和中西部的部分市县有零星小雨。具

体预报如下：

17 日，韶关、清远、肇庆和粤西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的零星小

雨，其余市县多云间阴天。早晨最低气温：韶关和清远北部 4～7℃，高

海拔山区 1～3℃，局部有冰冻，南部沿海市县 14～17℃，珠三角大部市

县 11～14℃，其余市县 8～11℃。

18 日，韶关、清远、肇庆多云间阴天，有分散的零星小雨，其余市

县多云，气温小幅回升。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大部市县 6～9℃，雷州半

岛 18～21℃，南部沿海市县 14～17℃，其余市县 10-13℃。

19 日，韶关和清远阴天有小雨，肇庆和粤西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

散的零星小雨，其余市县多云间阴天，局部有零星小雨，气温小幅下降。

展望 20-21 日，冷空气影响减弱，气温回升，全省多云为主，局部零

星小雨，早晨大部分市县有（轻）雾。

【周边省份天气情况】

1 月 17 日 08 时至 18 日 08 时，贵州大部、广西、湖南南部、海南东

部阴天有小雨，海南西部、湖南中北部、江西大部、福建大部多云间阴天，

局部有零星小雨。

1 月 18 日 08 时至 19 日 08 时，广西阴天有小雨局部中雨，贵州、湖

南、江西、海南东部阴天间多云，有零星小雨，海南西部、福建大部多云

间阴天，局部有零星小雨。

【中山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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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起受弱冷空气影响，气温小幅度下降，天气以多云到阴天为主；

19 日夜间再有弱冷空气补充，气温略有下降。近期我市天气干燥，目前

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仍在生效，请注意森林防火及家居用火安全。具体七天

预报如下：

日

期

星期五

2020/01/1
7

星期六

2020/01/1
8

星期日

2020/01/1
9

星期一

2020/01/2
0

星期二

2020/01/2
1

星期三

2020/01/2
2

星期四

2020/01/2
3

天

气

多云间阴

天

多云到阴

天

多云到阴

天

多云 多云 多云到阴

天

多云

温

度

14 -
19 ℃

15 -
21 ℃

16 -
22 ℃

15 -
23 ℃

16 -
24 ℃

18 -
25 ℃

19 -
26 ℃

风

向

东北风

2-3级

偏东风

2-3级

东北风

2-3级

偏东风

2-3级

东南风

2-3级

东南风

2级左右

东南风

2级左右

【气象建议】

1. 气温多变，注意适时添减衣物。

2. 继续注意森林防火和家居用火安全。

3. 早晚有轻雾或雾，能见度转差，粤东海面风力大，注意春运海陆交通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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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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