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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咸宁

今年投资 4.1 亿元 完成 4000 多公里安防工程

我市扎实推进
“455”
工程
本 报 讯（通 讯 员 叶 柳）昨 日 上
午，全市 2018 年实施公路安全生命防
护“455”工程现场推进会在嘉鱼县召
开。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出席会
议并讲话，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胡甲
文主持会议，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
局长金山在会上通报 2017 年全市农
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实施情况并
安排部署 2018 年相关工作。
2017 年 年 初 ，省 政 府 决 定 实 施
“455”工程，即用 4 年时间建立“省、
市、县、乡、村”
五级联动机制及责任体
系，省级财政投入 50 亿元，基本完成
国省道、县道、乡道及通客车村道的安
防工程建设。去年我市取得该项工作

全省排名第三的成绩。
2018 年，我市公路安全生命防护
工程目标任务为 4039.1 公里，投资额
约为 4.1 亿元，地方政府需配套 2.23
亿元。今年 1—4 月，我市完成干线公
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71.36 公里，农
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128 公里，
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中。
王远鹤说，今年是我市实施公路
安全生命防护“455”工程建设任务的
攻坚之年、决战之年。要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树立全市“一盘棋”、
“ 一个
目标”
干到底、
“一个专班”
抓到底、
“一
个机制”管到底的思想，切实增强紧迫
感、责任感、使命感，以时不我待、勇于

担当的精神，全面落实主体责任，确保
完成目标任务。各级各部门要合力攻
坚，强化责任，加强宣传教育，确保安
全生命防护工程深入民心。
王远鹤要求，要强化项目管理，
全
面打造精品工程。要按照省政府“四
优先”
原则，
结合
“乡村振兴、脱贫攻坚
战略”、
“美丽农村路”、
“四好农村路”
示范县创建等重大项目实施，紧紧咬
定年度目标任务，严把项目前期关、工
程建设质量关、项目验收评估关、后期
使用管护关、问题整治关。同时，要加
强资金保障，全面破解工作难题。要
突出事故预防，全面加强隐患治理。
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刻认识道路交通

省交通运输厅交叉督查组
来咸督查
本报讯（通讯员 谭军）5月15日，
省交通运输厅安全专项行动交叉督查一
组来咸，
就交通运输系统反恐防范、
扫黑
除恶、
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
易制爆危
险化学品等工作进行专项督查。
督查组一行采取明查暗访、听取
汇报、查看资料和实地查验等方式，
先后深入温泉中心客运站、市交通运
输局、嘉鱼县鹤翔危化品物流有限公
司进行了检查督查。
在 温 泉 中 心 客 运 站 ，督 查 组 对
“三不进站、六不出站”、站场管理秩
序、实名制购票验票、反暴恐等工作
进行了重点检查，对该站得力的管理
措施、井然的站场秩序、过硬的基础

设施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要求客运
站要牢固树立安全至上、服务为本、
提质转型的发展理念，加大投入、加
强管理，扎实开展反恐防范、扫黑除
恶、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易制爆
危险化学品等工作，确保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
在市交通运输局，督查组听取了
有关情况汇报，查阅了相关资料，对
市交通运输局抓交通运输安全生产
工作的成熟思路和先进理念给予了
高度评价，要求该局要结合交通运输
部和省交通运输厅的有关文件要求，
建立健全咸宁市交通运输系统反恐
应急抢险独立大队，明确工作职责，

健全组织架构，完善工作体系，确保
发生突发事件时，能拉得出、打得赢、
保平安。
在嘉鱼县鹤翔危化品物流有限
公司，督查组详细查看了安全培训、
应急队伍、视频监控、危货运输等资
料台账，对企业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
作的经营理念给予了充分肯定，要求
企业要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红线意识
和底线思维，加强对司机的安全教育
培训、加大安全设施投入、加强应急
队伍演练、加强运输环节管理，同时
要进一步规范资料台账的管理，力求
达到精细化、规范化要求，促进企业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事故预防和交通安全隐患治理的重要
性，大力开展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工作。要常态长效治理道路安全隐
患，实时动态清除车驾管源头隐患。
要大力提升全民交通安全意识，进一
步加强交通安全形势预判预警，确保
全市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会前，与会人员集中观摩了嘉鱼
县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实施现场并
查看了工程建设相关资料。会上，市
政府与各县（市、区）政府签订 2018 年
目标责任书。

交投集团
签约重大项目
本报讯（通讯员 付佳）11 日
上午，市交投集团与通山县城发
集团签约通山大道及南林桥双创
（扶贫）产业园项目框架协议。市
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金山，
通山县县委副书记、县长陈洪豪
等领导出席签约仪式。
106 国道通山县塘桃段（通
山大道）公路升级改造及南林双
创（扶贫）产业园合作项目（简称
“一路一园”项目）是通山县 2018
年度计划开工建设的重点项目，
该项目估算投资 12.5 亿元。其
中公路项目（通山大道）规划路宽
45 米 ，双 向 六 车 道 ，长 约 11 公
里，估算投资 9.8 亿元；园区项目
建设规模为建筑面积 6 万平方米
钢构厂房、1000 亩地块配套基础
设施，估算投资 2.7 亿元。
市交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罗春风表示，将努力把项目建
成优质工程、品牌工程、廉政工
程，为通山县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通山县公路局

开展公路安全质量检测
本报讯（通讯员 周福全）日
前，通山县公路局根据公路安全
生命防护工程建设的要求，委托
第 三 方 检 测 公 司 对 106 国 道 、
209 省道沿线波形钢护栏、交通
警示标志牌等公路安全防护设施
进行科学检测。
技术监理员采用技术反光检
测仪对护栏刚强度、埋桩深度和
交通标牌反光系数进行逐段检
测，根据采集的数据分析护栏的
安全、防撞、导向性能以及行车过
程中标志标牌反光识别度，严密
监控山区公路安全防护设施是否
达标，全面排查安全隐患。
目前，该局已完成 A 类钢护
栏 30 公里及沿线标志标牌检测
作业，检测数据达标，切实保障了
群众出行安全，提高了交通公共
服务水平。

失物有价 品德无价
本报讯（记者 庞赟 通讯员
袁俊 谢守友）日前，市民谢女士
将一面写有
“拾金不昧，
品格高尚”
的锦旗和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
送到了赤壁市运管局出租办。
原来，
4月中下旬的一天，
谢女
士从长办施总公交站台处坐出租车
前往车埠镇，
为客户送一份合同。快
下车时，
电话铃声响起，
谢女士一边
接电话，
一边下车了，
完全忘记了随
身携带的文件袋。等到她想起来时，
出租车已经走远了。袋子里有很多
重要的文件，
谢女士心急如焚。在好
友的提醒下，
当天下午，
她来到赤壁
市运管局寻求帮助。
第二天上午，
谢女士就接到了
运管局的来电，让她去认领文件
袋。看着失而复得的文件袋，
谢女
士不停地道谢：
“没有想到这么快就
找到了，
感谢运管局工作人员认真
负责的工作态度，
更感谢车牌号鄂
LT6852的出租车司机叶细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