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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省交通运输厅举行全省普通国道管养事
权移交线上签约启动仪式，标志着我省理顺普通公路管
理养护事权正式进入移交接养阶段。厅党组成员、副厅
长胡雄韬出席仪式并讲话，临夏市政府、武威市交通运输
局作发言。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交通运输领域中央与
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和省政
府关于《甘肃省交通运输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省交通运输厅统筹考虑市州财政实

际、养护队伍现状和相关企业实力，全面理顺省、市（州）、
县（区）三级公路路网管理养护事权，加快构建“国道省
养、省道省级与市州共同管养、农村公路县区管养、城管
路段市政管养”的公路管理养护新格局。本次签约移交
共涉及6条普通国道453.5公里、16条农村公路107.3公
里。到2022年4月底前，市（州）、县（市、区）交通运输局
（委）管养的2285公里普通国道将全部移交辖区省属公
路部门管养；省属公路部门管养的2206公里农村公路交
由县（市、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管养。

胡雄韬在签约仪式上指出，普通公路管养事权移交
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各市州、县区交通运输局要发挥牵
头抓总、沟通上下、协调四方的作用，积极向市州、县区政
府汇报工作进展；公路养护部门要密切配合、有效衔接，
做好交底工作。各部门各单位要充分发挥优势长处，整
合优化资源，进一步明晰管养事权，做到应交尽交、应接
尽接、应管必管，确保移交工作顺利推进。

厅机关相关处室，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省交通科技
通信中心、省公交建集团相关负责人在主会场参会；各市
（州）交通运输局（委）、兰州新区城乡建设和交通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14个省属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在
分会场参加会议。 （张宾 郑嵘 邓强）

11月 11日，省交通运
输厅以视频形式召开厅务
会，学习《国务院2030年前
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关于“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行动”内
容，审议《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服务和融入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实施意见》《甘肃省“十四五”水运发展规划》
《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建立健全交通项目建设协同
推进机制的实施方案》等。厅党组书记、厅长刘建勋主
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交通运输绿色低碳发展，是立足新发展
阶段，推动交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各单位各部
门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结合本职做好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积极开展绿色低碳行动方
案编制工作，以及运输结构调整、多式联运、新能源客

货运营车辆的推广应用等工作，将生态优先、绿色低碳
的理念贯穿在交通路网、枢纽等基础设施规划、设计、
建设、管理、运营和维护全过程。

会议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作出的战略部署。全省交通运输系统要立足新发展
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以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系统观
念,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把握交通“先行官”定位,以加

快建设交通强国为统领,
着力“强网络、建体系、抓
创新、促开放、优治理”,致

力“扩大循环规模、提高循环效率、增强循环动能、保障
循环安畅、降低循环成本”,加快交通运输现代化,努力
打造支撑国家战略实施的枢纽通道新高地、促进区域
经济发展的运输服务新高地,加快培育融合创新集群
拓展的路衍经济产业链,为服务和融入构建新发展格
局提供坚强支撑保障，为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开
创富民兴陇新局面当好先行。

在家厅党组成员、厅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在厅机关
参加会议，其他厅领导，厅属在兰单位主要负责人通过
视频参加会议。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杨甜）

编辑 李江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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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编辑 吴亚飞

11 月 15 日，省交通运输厅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第 15次集体学
习会议，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传达学习 11月 12日省委常
委扩大会议和11月13日全省领导干
部会议精神。厅党组书记、厅长刘建
勋主持会议并讲话。厅领导，派驻厅
纪检监察组、厅机关各部门负责人，
厅属在兰单位党委（总支、支部）负责
人，机场三期办、厅乡村振兴办负责
人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是在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历史时
刻，在党和人民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着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
史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
义的会议。全会通过的《决议》，全面
系统总结我们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着重阐释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深刻指出确立习

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
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新时代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的重大政治任务。要把学习贯
彻全会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
肃重要讲话结合起来、与习近平主席
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
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结合起
来，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当好中国
现代化的开路先锋、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作出应有贡献。各级
党组织要结合本单位和本部门实际，
制定学习宣传贯彻计划，广泛开展形
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迅速掀起学习贯
彻六中全会精神的热潮。

会议要求，要把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与做好当前重点

工作结合起来，在持续抓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全力抓好项目建设。要紧盯
全年投资和建设目标任务，坚持投资
和形象“双指标”双调度，督促项目建
设单位加快建设进度，为全省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贡献。要抓好全省公路
保通保畅工作，强化极端天气的分析
研判，进一步完善除雪防滑保畅预
案，将人员、装备、物资、预案落实到
位，确保冬季公路安全畅通。要严格
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责任，督促指导道
路运输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措
施。要持续抓好关爱货车司机行动，
加大“司机之家”建设力度，用好“车
货无忧”公众责任保险，真心实意为
货车司机办实事、办好事，全力维护
和保障货车司机合法权益。要提前
谋划明年为民办实事项目，早安排、
早谋划、早部署，明确工作目标，提出
具体措施，为明年办实事工作顺利推
进打下基础。

（杨甜 黄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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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疫”线的入党申请书
“书记，我

要入党，这是我

的 入 党 申 请

书。”“我也是，

我也要入党。”

天水公路事业

发展中心清水

公路段的两位

青年干部在疫情监测点坚定地向值班的党支部书记说出

了这两句话，并郑重递上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此刻，这

两句话在疫情监测点格外铿锵有力。

80后的青年干部赵俊宏是生产技术部的一名技术

员，在段机关实行弹性上班机制后，他除了在单位家属院

的检测点值班外，还在社区缺乏志愿者的情况下，向所在

社区主动请缨，加入社区防控执勤队伍，一值守就是一整

晚。值守期间，他高度负责的态度多次受到社区工作人

员的表扬。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

在紧要关头，我看到了共产党员奋不顾身投入抗疫一线

的勇气，我也想像共产党员那样去战斗，去守护大家，希

望党组织在这次疫战中考验我。”他满怀热情的写下了这

份入党申请书。

刚入职两个月的杨文娟，作为全段为数不多的女职

工，主动要求办公室给她多安排值班次数，在遇到有人无

法值班的情况，她毫不犹豫穿上红马甲，前往值守点。娇

小的身躯背上沉重的消毒桶，从一楼到六楼每天来回三

次，她从不抱怨。

“疫情发生，有这么多的共产党员争先恐后，用自己

的责任和使命为人民群众织起防疫安全网，他们是我的

榜样，也更加坚定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向党组织

提交入党申请书，对我来说是一种光荣，更是一种动力。”

杨文娟用最朴素的语言向党组织表达自己的决心。

一句句朴实的语言，一份神圣的入党申请书，是他们

在抗疫一线的勇气和担当，更是他们用实际行动表达向

党组织靠拢的决心和信心。

（来源：天水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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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公路人一方面认真履行公路养护主业主责，为抗疫物资和重点物资顺利运输提供坚强保障；

另一方面，组织党员亮身份、进社区、送服务，让党旗高高飘扬在抗疫一线，为打赢“疫战”贡献“橘色”力量。

一名公路职工的子女看到他们奋战“疫”线的身影，深受感触，用她手中的画笔，绘下了这一幕幕……

在党旗指引下战疫必胜 公路青年服务核酸检测工作

党员下沉一线在社区值守 青年志愿者教老人查验健康码

无私奉献值守交通检疫 居家办公摸排人员信息

加强巡查保障公路畅通 坚定信念守得疫散云开

（来源：张掖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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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临泽公路段党

支部书记王小兵利用自己的绘

画特长，创作了 7幅“石头画”，

有的记录医护人员的坚守，有

的宣传防疫小知识，有的传递

爱与希望 ......画面简洁却温馨，

每一张都充满了爱与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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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1日，省交通运输厅

党组理论中心组召开学习会

议，专题研讨交流习近平主席

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

通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

神。部分厅领导和厅机关负责

人在会上作交流发言。其他厅

领导，厅机关部门、厅属在兰单

位党委（总支、支部）主要负责

人通过视频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各单位各部门

要把学习习近平主席主旨讲话

精神，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各

自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通过

党委会、理论中心组和党支部

集体学习、邀请专家辅导、纳入

干部培训等多种方式，深化学

习效果。要注重通过研讨交流

的方式，谈认识、谈体会、谈感

悟，相互交流启发、互相学习借

鉴，深刻理解习近平主席主旨

讲话的精神实质，把握核心要

义，做到学深悟透、学懂、弄通、

做实。同时，要把学习贯彻习

近平主席主旨讲话精神与做好

当前疫情防控、完成全年重点

工作任务结合起来，加快推进

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有序推动

交通强国甘肃试点工作和智慧

交通、绿色交通建设，着力提升

交通运输服务能力水平，确保

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按期完成。

（杨甜）

 


























































厅务会学习《国务院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厅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安排部署现阶段交通运输疫情防控工作
11月15日，省交通运输厅疫情防控

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安排部署现阶段交通
运输疫情防控工作。厅党组书记、厅长、
厅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组长刘建勋主持会
议并讲话。厅领导，派驻厅纪检监察组、
厅机关各部门、机场三期办、乡村振兴办

及厅属在兰各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当前全省疫情防控工作

从应急转入常态化防控阶段，要持续做
好后续疫情防控工作，继续强化“把关”
意识，保持耐心韧劲。“两站一场”“一站
一区”和交通运输工具要把常态化防控

措施坚决执行到位，持续巩固我省疫情
防控的基本盘。要落实好最新的通行
管控政策，加强通行政策宣传，持续跟
踪政策落实，为全省复工复产创造有序
的出行环境。要按照交通运输常态化
疫情防控方案要求，指导各地分区分级

分类、逐步有序恢复各类运输方式。要
聚焦复工复产重点物资运输和交通建
设项目堵点，继续运用好“点对点”的调
度机制。要进一步优化设置疫情防控
点和便民核酸检测点，逐步转入常态化
防控。 (杨甜 朱彬彬)

我省普通公路管养事权移交工作全面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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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在疫情防控一线的点点微光
——定西高速公路处党员干部职工奋勇冲锋“疫”线侧记

疫情突袭，击碎了陇原大地原有的宁静，冲锋战
“疫”的集结号再次吹响，甘肃人民团结抗“疫”的坚强
斗志和决心在寒冷的深秋被点燃。

党旗向前，号令如山。在寂静的城市背后，有这样
一群人，他们穿梭于高速公路防疫检测点、行走在服务
区便民核酸检测点、投身到高速公路路网保畅一线，昼
夜无休、夜以继日、风雪兼程，用赤诚滚烫的心一次次冲
锋在疫情防控一线，用坚实的脚步为践行“两路”精神和

“八棵树精神”写下生动注脚。在这场抗“疫”大考中，定
西高速人全力以赴、全力加速，把萤火之光汇聚成浩瀚
星河，闪耀在疫情防控一线，照亮温暖群众的出行路。

逆向冲锋，投身战“疫”我请缨

关键时刻的冲锋，是责任的担当，更是力量的彰
显。定西高速公路处党员干部迅速集结，“临时联合党
支部”“党员先锋队”“青年突击队”“党员先锋岗”相继
组建和设置。

“疫情当前，作为一名党员，我责无旁贷，必须冲锋
在前。”渭源收费站收费班长李佐红在“请战书”上毅然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按下了手印，随时听从组织派遣，
时刻准备着到防疫一线最需要的地方去。

定西处全面贯彻落实“一断三不断”工作要求。10
月25日，定西高速公路收费所、定西路政大队、定西服
务区、省康复中心医院成立疫情防控临时联合党支部，
在定西服务区东区设立便民核酸检测点。26日，在会
宁、静宁两个服务区增设两个便民核酸检测点。30日
又在定西服务区西区增设便民核酸检测点，免费为过
往司乘人员提供核酸检测。而定西服务区便民核酸检
测点作为全省出具核酸检测报告时间最短的一个点，
为司乘提供省时又省力的服务。只需6—8小时，极大
缩短了司乘人员等候的时间，并根据司乘到达目的地的
路程长短以及对照核酸检测报告出具的时间，建立数据
分析机制，对司乘进行分类引导服务，依次有序驶离服
务区，避免了服务区车辆拥堵、扎堆上路现象的发生。

同时，为了完成省厅对公众的承诺，他们根据司乘
人员登记的信息，将核酸检测报告第一时间一对一上
传至司乘手机，对于司乘因其他原因没有收到信息的，
在优先建立的微信群里进行发布，方便司乘便捷出
行。建立专车运送核酸检测样本机制和定点医院检测
机制，指定定西清障救援大队两名职工孙涛和刘乐分
早 8点、午 12点、晚 17点三个时段将核酸检测样本逐

一收集，安全、及时送达省康复中心医院检测。

高效保障，助力战“疫”加速度

在不断优化管控措施的基础上，积极做好“快速通
行证”的发放工作，并对持有“快速通行证”的车辆设置
专用通道，安排人员 24小时值守，有效保障了重点物
资运输车辆的安全便捷通行。截至 11月 9日，全处共
发“快速通行证”1992份。

按照省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的统筹部署和交通
检疫组的协调调度，增派保畅人员协调配合交警部门
精准保障 11辆转运车辆、440余名来自渭源县、通渭
县、漳县、岷县等地医护人员支援兰州参加防疫工作。

把坚决落实“党旗引领、党群争先，无缝防控、网格
管理”作为工作举措，组织党员、青年志愿者24小时不
间断在服务区便民核酸检测点开展测温验码、秩序维
护等便民为民服务。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每个人都在做着力所
能及的事情，只要我们万众一心，就一定能打赢这场疫
情防控遭遇战、阻击战。”党员志愿者何小娟如是说。

传递温暖，凝聚战“疫”正能量

“阿姨，请您戴好口罩，拿好手机，放心登记，雨这
么大，我给您打着伞。”

“谢谢你们，天气这么冷，你们把伞都给我们撑着，
看你们都下湿了，你们太辛苦了，真不容易啊。”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只要能有效抑制疫情传播，
受点冷挨会儿冻都算不了什么的。”会川收费站防疫检
测点的工作人员热情地与司乘交谈，互相理解，互相配
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10月 25日夜间，一场雨夹雪天气前来“光顾”，由
党员、团员、青年志愿者组成的一线防疫人员始终坚守
在收费站、服务区防疫一线，风雨中为出行群众测量着
体温、查验着健康码行程码以及核酸检测证明，雨水虽
然打湿了他们的衣衫，却丝毫没有动摇他们坚守一线
的决心，大家没有抱怨，也没有退缩，他们用自己坚定
的“身影”筑起疫情防控“守护墙”，勾画出疫情防控战
线上最美的风景线。

风雪无阻，同心战“疫”勇向前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大考”面前，勇敢顽强
的定西高速人将疫情视作“敌情”，把奉献化作利刃，构

成了一幅携手抗“疫”的动人画卷。
“感谢你们的有序救援，不仅快速处理了此次事

故，也保全了我拉运的货物，让价值6万元的货物损失
降低到了最低……”来自山东菏泽曹县的货车司机将
一面写着“大爱无疆 无私救援”的锦旗送到定西清障
救援大队会宁中队中队长张晓刚的手中时激动地说。

11月6日，一场大雪不期而至，给本来严峻的疫情
防控工作带来了不小影响。8时 42分，G22青兰高速
K1806处兰州往定西方向下坡路段，多辆货车和小车
失控发生追尾，道路通行中断。定西清障救援大队紧
急协调调度安定高速辖区所有备案重型拖车和一辆50
吨吊车，以及两辆平板拖车同时出动奔赴事发现场处
置。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救援人员顶寒风、踏雨
雪、战冰凝，最终将 6辆事故车成功拖离，道路恢复正
常通行。

“气温太低了!刚才停车检查了一下车况，没几分
钟油管便被冻住了。”发现这一情况，正在马家山隧道
配合交警疏导交通的陇西所党员先锋队的杨柳青立即
电话联系马家山隧道值守人员送来热水，帮助司机解
决了油管被冻的问题。

“凌晨下班后，我要第一时间去喝一大杯水，然后
直奔厕所。”定西服务区便民核酸检测点的医护人员白
菊香一边跺着脚一边说道，刚刚经历了一场降雪天气
的定西寒意渐浓，为了减少穿脱防护服的次数、最大限
度降低交叉感染，她已经有10个小时没有喝水了。

近半个月来，由省康复中心医院火统武、白菊香、
杜慧琴三位医护人员组成的核酸检测队，义无反顾地
为过往司乘开展核酸检测工作，从旭日东升到日薄西
山再到月朗星疏，每天坚持16个小时。

宣传引导，以声战“疫”入民心

为了方便群众出行，定西处充分利用微信公众
号、今日头条、电子显示屏、沿线情报板等平台及时发
布“温馨提示”，在收费站、服务区醒目位置摆放“温馨
提示牌”，引导司乘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同时，利用

“畅美高速，多彩定西”服务品牌宣传优势，积极策划
疫情宣传工作，深入疫情防控一线，挖掘疫情防控先
进典型和突出事迹，用一组组精彩的镜头，一行行滚
烫的文字及时反映和报道定西处疫情防控工作的真
实场景，传递正能量，讲述好疫情防控故事，传播好疫
情防控声音。

微光成炬，聚沙成塔。为了守护这一方净土，这
群“可爱的人”日夜坚守在这里，以平凡之躯筑起护佑
生命的钢铁“长城”，将千家万户的平安牢牢守护在身
后，这是时代风采的最美写照，是高速精神的生动表
达。

（陈建丽 赵丹）

两徽高速公路喜获“李春奖”
近日，从中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传来喜讯，省公

交建集团投资建设的两徽高速公路荣获2020—2021
年度（第二批）公路交通优质工程奖（李春奖），参与

项目建设的16名同志获得“优秀项目建设者”称号。

公路交通优质工程奖（李春奖）由交通运输部与

中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联合设立，是与中国土木工程

詹天佑奖、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茅

以升科学技术奖齐名的中国公路行业最高质量奖。

此次共有全国各地31项工程获得公路交通优质工程

奖（李春奖），605人获得“优秀项目建设者”称号。

两徽高速公路全长 53.25公里，概算投资 74.99
亿元，采用PPP模式运作，主线共设置桥梁12562米/
31座，隧道 19455米/9座，桥隧比例达 71.55%，项目

于 2015年 6月 29日开工建设，2019年 9月 3日通车

试运营，是甘肃省首条投入运营的经营性高速公

路。两徽高速在项目建设中，深入贯彻落实“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和交通运输部

打造品质工程的决策部署，精益建造，严控工程质

量，积极采用四新技术，大力开展质量安全微创新攻

关活动，深入推进安全标准化建设，高度重视环水保

及文明施工，追求工程内在品质和外在品位的有机

结合，全力铸造“优质耐久、安全舒适、经济环保、社

会认可”的品质工程。

两徽高速先后被评为“全国建筑业创新技术应

用示范工程”“2017年度全国建筑业绿色建造暨绿色

施工示范工程”、甘肃省公路水运“品质工程创建优

秀案例项目”，2016至 2018年连续三年被评为甘肃

省公路工程“平安工地”创建达标先进单位；获得省

部级科技进步奖 7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8项，省级

工法3项。 (省公交建集团)

抗疫“邮”我保安全
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我省邮政行业闻令

而动，创新工作方式，强化重点信息、重点区域、重点

场所、重点人员、重点系统的疫情防控措施，织牢邮

政快递行业疫情防控网。

对所有进入我省的邮件快件精准消杀，确保全

流程闭环可追溯。针对受疫情防控影响的个别区

域，各级邮政管理部门及时加强与相关部门对接，充

分发挥寄递渠道在运输医疗应急和捐赠物资、阻隔

末端疫情传播等方面的作用，优先满足相关物资运

输需求。其中兰州顺丰在网点所在小区封闭管理的

情况下，为居民运送生活用品和便餐；甘肃邮政主动

请战，紧急承担向疫情中高风险区运送检测试剂物

资，并推出“线上线下销售配送蔬菜和牛羊肉服务”，

降低疫情传播风险；京东无偿提供自有车辆，24小

时待命，专门用于公共防疫物资运输，全力发挥供应

链优势，切实保障消费者民生必需品充足供应。

各市州邮政业安全中心督促企业配备消毒喷雾

器、喷壶、背负式打药机、消杀弥雾机等设备，武威市

为邮政快递企业配备43台共计7.2万元的智能超声

波人员消毒仪和智能人员通道消毒机，加强分拣中

心、营业场所、员工宿舍、餐厅、内部办公场所等通风、

消杀，确保消毒消杀工作全覆盖、零死角、无盲区。

督导寄递企业加强员工个人防护物资配备和保

障。要求从业人员严格落实“戴口罩”“勤洗手”“测

体温”“不聚集”“一米线”等基本健康防护措施，实行

“持健康码上岗”，对保洁员等后勤保障人员、外包运

输车辆司机等相关人员做好风险排查防控，严防一

线人员感染。

省邮政业安全中心利用“绿盾”工程视频巡查监

管系统，对全省寄递企业邮件（快件）处理（分拨）场

所、重点营业网点等疫情防控落实工作进行智能巡

查。各市州邮政管理局对抓拍的疑似违规事件采取

核查、行政约谈、告诫、责令整改、行业通报等处理，

全力保障防疫物资转运和人民群众日常寄递需求。

（来源：省邮政业安全中心）

传递“疫”线声音 凝聚战“疫”能量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连

日来，面对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省交
通科技通信中心坚决落实省交通运输
厅工作安排，积极动员干部职工以“疫”
为令，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立
足本职工作，明确责任分工，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助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遭遇战。

党建引领，严防严控显担当

面对疫情大考，中心党总支积极响
应号召，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建了青年突击
队，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并先后选
拔两批党员干部参与到省直机关组织
的党员干部深入社区开展疫情防控工
作中。深入一线的党员干部驻扎建兰
路街道兰石社区彩印厂小区、七里河森
野小区等地，配合社区工作人员开展重
点区域消杀、进出人员测体温和健康码
核查、证件登记、组织核酸检测等防疫
工作，积极宣传疫情防控政策，普及科
学防疫知识，号召小区居民科学防护，
正确对待疫情。

“疫情防控最吃紧的当前，党员干
部更要主动担当，率先垂范，冲锋在前，

战斗在前。”在这场抗疫攻坚战中，中心
第一时间与上级有关部门对接沟通，及
时传达文件精神，积极协调各科（站），
统筹做好居家办公期间值守安排等各
项工作。设立了“党员先锋岗”和“党员
责任区”，先锋岗位同志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强化疫情防控统筹、调度、检查、
督办等工作；责任区同志结合岗位特
点，积极做好防疫物资储备、后勤物资
保障、疫情防控宣传等，确保中心疫情
防控无差错、无纰漏。

在身边党员同志的感召下，1名年
轻同志在抗“疫”一线主动提交了入党
申请书，他写道：“看到我身旁鲜活的身
影夜以继日、无怨无悔的付出，我备受
感动，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
党，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理想信念”。

逆行而上，当好“疫”线宣传员

通信中心承担着交通运输行业新
闻宣传的重任。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在
中心党总支的统一安排下，负责新闻宣
传工作的所有人员迅速响应，及时赴疫
情一线采访报道，用图片、文字、视频、
海报等多种形式展示全省交通运输行
业疫情防控的工作进展，讲述疫情防控

一线的交通故事，传播全省交通运输保
障最新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全力
当好交通“疫“线宣传员。

新闻宣传科主动担起交通运输疫
情防控与运输保障宣传任务，连日来，
先后到定西服务区、兰州北、兰州南、兰
州中川国际机场进行实地采访，多角
度、全方位对抗疫一线故事进行报道。
新媒体工作科数名同志逆行而上，深入
白银西收费站、兰州北服务区实地采访
运输车辆使用快通证通行情况，掌握了
保障运输车辆通行的第一手资料信
息。中交报驻甘记者站第一时间赴兰
州机场高速、巉柳高速、兰州南服务区
等地，一线实地采访疫情期间环兰高速
保通保畅及“车货无忧”保险启动情况。

疫情发生以来，交通运输疫情防控
信息广泛在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
《甘肃日报》、《中国交通报》等媒体刊
发；及时向省委省政府和交通运输部报
送交通疫情防控和运输保障工作进展；
省交通运输厅网站时时更新，第一时间
发布疫情期间交通出行政策、交通运输
防疫保障措施和交通一线防疫故事；

“甘肃交通运输”微信公众号、微博、今
日头条号等新媒体平台累计编发交通

防疫信息 240余篇，其中两篇最高阅读
量均突破 10万+，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点
赞好评。交通“疫线”声音得到了广泛
传达传播，为全省交通疫情防控工作营
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暖心服务，增强战“疫”信息化

疫情期间，中心按照省交通运输厅
“一断三不断”强化路网运行保障的要
求，相关部门实行 24小时值班制度，充
分运用科技手段和信息化服务，进一步
加强对重点路段监控和网络保障，精准
分析交通量指标，科学预判交通路况，
并通过甘肃交通 12328微信公众号、抖
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第一时间发布实
时路况、交通气象、温馨提示等，使“电、
煤、气”等重要能源物资、“菜篮子”“米
袋子”“果盘子”等重点生活物资、医疗
物资的运输车辆能够及时掌握出行路
况，科学安排出行。

基于行业数据资源交换共享与开
放应用平台和交通视频云联网平台，以
业务和应用为导向，深度挖掘数据价
值，研发上线“路网事件监测预警”和

“基于机器视觉的隧道安全运行监测与
预警”等大数据场景化应用产品，实现
交通视频部省联网实时在线共享和数
据融合创新应用，为交通检疫和重要物
资运输保障提供了数字化决策支撑。

(来源：省交通科技通信中心)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在全省交通运输系

统引发热烈反响。各单位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

潮，组织收听收看新闻报道、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全

会公报、结合工作实际研究贯彻落实举措。

平凉市交通运输局

11月 16日，平凉市交通运输局召开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学习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同深化党史学习教

育结合起来。要深入学习《交通强国甘肃方案》《甘肃

省“十四五”公路水路交通发展规划》，围绕市委市政府

和省交通运输厅决策部署要求，统筹当前和长远，聚焦

路网结构升级，对明年工作再研究、再谋划，着力提升

交通运输服务水平，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

交通运输力量。

临夏州交通运输局

11月 15日，临夏州交通运输局召开局党组（扩大）

会议，全文学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

次全体会议公报》，安排部署全州交通运输系统贯彻落

实工作。要求全州交通系统各单位要把学习好、宣传

好、贯彻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段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迅速掀起学习热潮。要坚

持班子成员全面部署学、领导干部示范带头学、广大党

员和干部职工联系实际学。要组织开展专题宣讲辅导

培训，充分利用集体学习、“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

式，督促指导局属单位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学习宣传

贯彻全会精神上走在前、作表率。坚持学用结合，要从

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和力

量，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激发出来的热情转化为做好

工作的强大动力，与做好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切实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州交通运输工作高质量发展

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

省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11月 16日，省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党委召开扩

大会议，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安排部署

学习贯彻工作。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学习

的紧迫感、责任感，制定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工作计划，

面向全体党员干部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学习培训，推

动学习贯彻讲话精神不断深入。党委班子成员要以上

率下、先学一步、学深一层，通过带头宣讲等方式，带动

所在支部和分管部门深入学习，推动学习宣传和贯彻

落实落细。各党支部要紧紧围绕全会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全会《决议》，原原本本读原文、认认真真悟原理，吃

透精神实质，把握核心要义。在深学细读的基础上，组

织专题研讨和座谈交流，撰写学习心得体会，切实做到

真读、真学、真用。

省高速公路运营服务中心

11月 16日，省高速公路运营服务中心党委理论中

心组召开专题学习（扩大）会议，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要求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的热潮，把学习贯

彻全会精神焕发出的热情转化为做好当前工作的动

力，以实干开路、靠攻坚闯关，全力冲刺全年运营管理、

货车ETC发行等目标任务的完成。同时，要继续抓好

疫情防控工作，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压实“四方

责任”、落实“四早”要求，严格按照《公路服务区和收费

站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第三版）》做好防控工

作，继续推进疫苗接种工作，守牢外防输入关口。要毫

不松懈地抓好冬季安全保畅、隧道安全运营和职工人

身安全工作，防范和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杜绝各类

安全事故发生。

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11月 15日，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委组织召开党

委（扩大）会议，集中学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

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精神，传达学习11月12日省委常

委会（扩大）会议和 13日全省领导干部会议精神，并结

合当前工作重点安排部署贯彻落实意见。要求中心两

级党组织要精心组织、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切实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

通，系统领会、准确把握，学深悟透党百年奋斗的宝贵

经验，做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进一步增强走好赶考

之路、答好时代答卷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省水运事业发展中心

11月18日，省水运事业发展中心召开党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及省委、厅党组

做好全会精神学习的有关要求，并就下一步如何抓好

全会精神的学习贯彻进行了安排部署。两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用全会精神统一思想、

凝聚共识、坚定信心、增强斗志，切实把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转化为推动水路交通运输工作高

质量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要充分利用“学习强国”

“甘肃党建”等学习平台，扩大覆盖面，提升学习宣传效

果，全方位多层次学习宣传全会精神，紧密联系工作实

际，把全会精神切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全力完成

各项目标任务，谋划好明年工作。

庆阳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11月 15日，庆阳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委召开理论

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暨《作风建设负面清单》专题交

流研讨会议。明确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同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同深化

党史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

话精神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会、整体贯彻落实，引导

党员干部更好地用全会精神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

信心、增强斗志，切实把全会精神转化为加快建设交通

强国的强大精神力量。

甘南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11月 16日，甘南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召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学习会议。

要求中心两级党组织要紧密团结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深刻学习领会全会精神的历史意义和

核心要义；要继续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模范带头作用，结合工作实际，以专题辅导、交流研讨

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十九届六中全会专题学习，教

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肩负责任担当，发

扬敬业奉献、甘当路石的“铺路石”精神，以实际行动为

甘南公路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张掖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11月 14日，张掖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召开党委会会

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提出要深刻

认识全会精神对公路事业发展的根本性指引作用，通

过中心组学习、党员集体学习、专家辅导学习等多种形

式，在全体党员干部和职工中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全会

精神的热潮。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同深化党史

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同推动交通强国甘肃实践结合起

来，同推动落实厅党组“职能归位、职责落地”各项决策

部署结合起来，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公路人应有的贡献。

（综合）

全省交通运输系统掀起
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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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文梓涵

闪耀在疫情防控一线的点点微光
——定西高速公路处党员干部职工奋勇冲锋“疫”线侧记

疫情突袭，击碎了陇原大地原有的宁静，冲锋战
“疫”的集结号再次吹响，甘肃人民团结抗“疫”的坚强
斗志和决心在寒冷的深秋被点燃。

党旗向前，号令如山。在寂静的城市背后，有这样
一群人，他们穿梭于高速公路防疫检测点、行走在服务
区便民核酸检测点、投身到高速公路路网保畅一线，昼
夜无休、夜以继日、风雪兼程，用赤诚滚烫的心一次次冲
锋在疫情防控一线，用坚实的脚步为践行“两路”精神和

“八棵树精神”写下生动注脚。在这场抗“疫”大考中，定
西高速人全力以赴、全力加速，把萤火之光汇聚成浩瀚
星河，闪耀在疫情防控一线，照亮温暖群众的出行路。

逆向冲锋，投身战“疫”我请缨

关键时刻的冲锋，是责任的担当，更是力量的彰
显。定西高速公路处党员干部迅速集结，“临时联合党
支部”“党员先锋队”“青年突击队”“党员先锋岗”相继
组建和设置。

“疫情当前，作为一名党员，我责无旁贷，必须冲锋
在前。”渭源收费站收费班长李佐红在“请战书”上毅然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按下了手印，随时听从组织派遣，
时刻准备着到防疫一线最需要的地方去。

定西处全面贯彻落实“一断三不断”工作要求。10
月25日，定西高速公路收费所、定西路政大队、定西服
务区、省康复中心医院成立疫情防控临时联合党支部，
在定西服务区东区设立便民核酸检测点。26日，在会
宁、静宁两个服务区增设两个便民核酸检测点。30日
又在定西服务区西区增设便民核酸检测点，免费为过
往司乘人员提供核酸检测。而定西服务区便民核酸检
测点作为全省出具核酸检测报告时间最短的一个点，
为司乘提供省时又省力的服务。只需6—8小时，极大
缩短了司乘人员等候的时间，并根据司乘到达目的地的
路程长短以及对照核酸检测报告出具的时间，建立数据
分析机制，对司乘进行分类引导服务，依次有序驶离服
务区，避免了服务区车辆拥堵、扎堆上路现象的发生。

同时，为了完成省厅对公众的承诺，他们根据司乘
人员登记的信息，将核酸检测报告第一时间一对一上
传至司乘手机，对于司乘因其他原因没有收到信息的，
在优先建立的微信群里进行发布，方便司乘便捷出
行。建立专车运送核酸检测样本机制和定点医院检测
机制，指定定西清障救援大队两名职工孙涛和刘乐分
早 8点、午 12点、晚 17点三个时段将核酸检测样本逐

一收集，安全、及时送达省康复中心医院检测。

高效保障，助力战“疫”加速度

在不断优化管控措施的基础上，积极做好“快速通
行证”的发放工作，并对持有“快速通行证”的车辆设置
专用通道，安排人员 24小时值守，有效保障了重点物
资运输车辆的安全便捷通行。截至 11月 9日，全处共
发“快速通行证”1992份。

按照省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的统筹部署和交通
检疫组的协调调度，增派保畅人员协调配合交警部门
精准保障 11辆转运车辆、440余名来自渭源县、通渭
县、漳县、岷县等地医护人员支援兰州参加防疫工作。

把坚决落实“党旗引领、党群争先，无缝防控、网格
管理”作为工作举措，组织党员、青年志愿者24小时不
间断在服务区便民核酸检测点开展测温验码、秩序维
护等便民为民服务。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每个人都在做着力所
能及的事情，只要我们万众一心，就一定能打赢这场疫
情防控遭遇战、阻击战。”党员志愿者何小娟如是说。

传递温暖，凝聚战“疫”正能量

“阿姨，请您戴好口罩，拿好手机，放心登记，雨这
么大，我给您打着伞。”

“谢谢你们，天气这么冷，你们把伞都给我们撑着，
看你们都下湿了，你们太辛苦了，真不容易啊。”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只要能有效抑制疫情传播，
受点冷挨会儿冻都算不了什么的。”会川收费站防疫检
测点的工作人员热情地与司乘交谈，互相理解，互相配
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10月 25日夜间，一场雨夹雪天气前来“光顾”，由
党员、团员、青年志愿者组成的一线防疫人员始终坚守
在收费站、服务区防疫一线，风雨中为出行群众测量着
体温、查验着健康码行程码以及核酸检测证明，雨水虽
然打湿了他们的衣衫，却丝毫没有动摇他们坚守一线
的决心，大家没有抱怨，也没有退缩，他们用自己坚定
的“身影”筑起疫情防控“守护墙”，勾画出疫情防控战
线上最美的风景线。

风雪无阻，同心战“疫”勇向前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大考”面前，勇敢顽强
的定西高速人将疫情视作“敌情”，把奉献化作利刃，构

成了一幅携手抗“疫”的动人画卷。
“感谢你们的有序救援，不仅快速处理了此次事

故，也保全了我拉运的货物，让价值6万元的货物损失
降低到了最低……”来自山东菏泽曹县的货车司机将
一面写着“大爱无疆 无私救援”的锦旗送到定西清障
救援大队会宁中队中队长张晓刚的手中时激动地说。

11月6日，一场大雪不期而至，给本来严峻的疫情
防控工作带来了不小影响。8时 42分，G22青兰高速
K1806处兰州往定西方向下坡路段，多辆货车和小车
失控发生追尾，道路通行中断。定西清障救援大队紧
急协调调度安定高速辖区所有备案重型拖车和一辆50
吨吊车，以及两辆平板拖车同时出动奔赴事发现场处
置。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救援人员顶寒风、踏雨
雪、战冰凝，最终将 6辆事故车成功拖离，道路恢复正
常通行。

“气温太低了!刚才停车检查了一下车况，没几分
钟油管便被冻住了。”发现这一情况，正在马家山隧道
配合交警疏导交通的陇西所党员先锋队的杨柳青立即
电话联系马家山隧道值守人员送来热水，帮助司机解
决了油管被冻的问题。

“凌晨下班后，我要第一时间去喝一大杯水，然后
直奔厕所。”定西服务区便民核酸检测点的医护人员白
菊香一边跺着脚一边说道，刚刚经历了一场降雪天气
的定西寒意渐浓，为了减少穿脱防护服的次数、最大限
度降低交叉感染，她已经有10个小时没有喝水了。

近半个月来，由省康复中心医院火统武、白菊香、
杜慧琴三位医护人员组成的核酸检测队，义无反顾地
为过往司乘开展核酸检测工作，从旭日东升到日薄西
山再到月朗星疏，每天坚持16个小时。

宣传引导，以声战“疫”入民心

为了方便群众出行，定西处充分利用微信公众
号、今日头条、电子显示屏、沿线情报板等平台及时发
布“温馨提示”，在收费站、服务区醒目位置摆放“温馨
提示牌”，引导司乘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同时，利用

“畅美高速，多彩定西”服务品牌宣传优势，积极策划
疫情宣传工作，深入疫情防控一线，挖掘疫情防控先
进典型和突出事迹，用一组组精彩的镜头，一行行滚
烫的文字及时反映和报道定西处疫情防控工作的真
实场景，传递正能量，讲述好疫情防控故事，传播好疫
情防控声音。

微光成炬，聚沙成塔。为了守护这一方净土，这
群“可爱的人”日夜坚守在这里，以平凡之躯筑起护佑
生命的钢铁“长城”，将千家万户的平安牢牢守护在身
后，这是时代风采的最美写照，是高速精神的生动表
达。

（陈建丽 赵丹）

两徽高速公路喜获“李春奖”
近日，从中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传来喜讯，省公

交建集团投资建设的两徽高速公路荣获2020—2021
年度（第二批）公路交通优质工程奖（李春奖），参与

项目建设的16名同志获得“优秀项目建设者”称号。

公路交通优质工程奖（李春奖）由交通运输部与

中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联合设立，是与中国土木工程

詹天佑奖、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茅

以升科学技术奖齐名的中国公路行业最高质量奖。

此次共有全国各地31项工程获得公路交通优质工程

奖（李春奖），605人获得“优秀项目建设者”称号。

两徽高速公路全长 53.25公里，概算投资 74.99
亿元，采用PPP模式运作，主线共设置桥梁12562米/
31座，隧道 19455米/9座，桥隧比例达 71.55%，项目

于 2015年 6月 29日开工建设，2019年 9月 3日通车

试运营，是甘肃省首条投入运营的经营性高速公

路。两徽高速在项目建设中，深入贯彻落实“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和交通运输部

打造品质工程的决策部署，精益建造，严控工程质

量，积极采用四新技术，大力开展质量安全微创新攻

关活动，深入推进安全标准化建设，高度重视环水保

及文明施工，追求工程内在品质和外在品位的有机

结合，全力铸造“优质耐久、安全舒适、经济环保、社

会认可”的品质工程。

两徽高速先后被评为“全国建筑业创新技术应

用示范工程”“2017年度全国建筑业绿色建造暨绿色

施工示范工程”、甘肃省公路水运“品质工程创建优

秀案例项目”，2016至 2018年连续三年被评为甘肃

省公路工程“平安工地”创建达标先进单位；获得省

部级科技进步奖 7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8项，省级

工法3项。 (省公交建集团)

抗疫“邮”我保安全
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我省邮政行业闻令

而动，创新工作方式，强化重点信息、重点区域、重点

场所、重点人员、重点系统的疫情防控措施，织牢邮

政快递行业疫情防控网。

对所有进入我省的邮件快件精准消杀，确保全

流程闭环可追溯。针对受疫情防控影响的个别区

域，各级邮政管理部门及时加强与相关部门对接，充

分发挥寄递渠道在运输医疗应急和捐赠物资、阻隔

末端疫情传播等方面的作用，优先满足相关物资运

输需求。其中兰州顺丰在网点所在小区封闭管理的

情况下，为居民运送生活用品和便餐；甘肃邮政主动

请战，紧急承担向疫情中高风险区运送检测试剂物

资，并推出“线上线下销售配送蔬菜和牛羊肉服务”，

降低疫情传播风险；京东无偿提供自有车辆，24小

时待命，专门用于公共防疫物资运输，全力发挥供应

链优势，切实保障消费者民生必需品充足供应。

各市州邮政业安全中心督促企业配备消毒喷雾

器、喷壶、背负式打药机、消杀弥雾机等设备，武威市

为邮政快递企业配备43台共计7.2万元的智能超声

波人员消毒仪和智能人员通道消毒机，加强分拣中

心、营业场所、员工宿舍、餐厅、内部办公场所等通风、

消杀，确保消毒消杀工作全覆盖、零死角、无盲区。

督导寄递企业加强员工个人防护物资配备和保

障。要求从业人员严格落实“戴口罩”“勤洗手”“测

体温”“不聚集”“一米线”等基本健康防护措施，实行

“持健康码上岗”，对保洁员等后勤保障人员、外包运

输车辆司机等相关人员做好风险排查防控，严防一

线人员感染。

省邮政业安全中心利用“绿盾”工程视频巡查监

管系统，对全省寄递企业邮件（快件）处理（分拨）场

所、重点营业网点等疫情防控落实工作进行智能巡

查。各市州邮政管理局对抓拍的疑似违规事件采取

核查、行政约谈、告诫、责令整改、行业通报等处理，

全力保障防疫物资转运和人民群众日常寄递需求。

（来源：省邮政业安全中心）

传递“疫”线声音 凝聚战“疫”能量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连

日来，面对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省交
通科技通信中心坚决落实省交通运输
厅工作安排，积极动员干部职工以“疫”
为令，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立
足本职工作，明确责任分工，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助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遭遇战。

党建引领，严防严控显担当

面对疫情大考，中心党总支积极响
应号召，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建了青年突击
队，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并先后选
拔两批党员干部参与到省直机关组织
的党员干部深入社区开展疫情防控工
作中。深入一线的党员干部驻扎建兰
路街道兰石社区彩印厂小区、七里河森
野小区等地，配合社区工作人员开展重
点区域消杀、进出人员测体温和健康码
核查、证件登记、组织核酸检测等防疫
工作，积极宣传疫情防控政策，普及科
学防疫知识，号召小区居民科学防护，
正确对待疫情。

“疫情防控最吃紧的当前，党员干
部更要主动担当，率先垂范，冲锋在前，

战斗在前。”在这场抗疫攻坚战中，中心
第一时间与上级有关部门对接沟通，及
时传达文件精神，积极协调各科（站），
统筹做好居家办公期间值守安排等各
项工作。设立了“党员先锋岗”和“党员
责任区”，先锋岗位同志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强化疫情防控统筹、调度、检查、
督办等工作；责任区同志结合岗位特
点，积极做好防疫物资储备、后勤物资
保障、疫情防控宣传等，确保中心疫情
防控无差错、无纰漏。

在身边党员同志的感召下，1名年
轻同志在抗“疫”一线主动提交了入党
申请书，他写道：“看到我身旁鲜活的身
影夜以继日、无怨无悔的付出，我备受
感动，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
党，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理想信念”。

逆行而上，当好“疫”线宣传员

通信中心承担着交通运输行业新
闻宣传的重任。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在
中心党总支的统一安排下，负责新闻宣
传工作的所有人员迅速响应，及时赴疫
情一线采访报道，用图片、文字、视频、
海报等多种形式展示全省交通运输行
业疫情防控的工作进展，讲述疫情防控

一线的交通故事，传播全省交通运输保
障最新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全力
当好交通“疫“线宣传员。

新闻宣传科主动担起交通运输疫
情防控与运输保障宣传任务，连日来，
先后到定西服务区、兰州北、兰州南、兰
州中川国际机场进行实地采访，多角
度、全方位对抗疫一线故事进行报道。
新媒体工作科数名同志逆行而上，深入
白银西收费站、兰州北服务区实地采访
运输车辆使用快通证通行情况，掌握了
保障运输车辆通行的第一手资料信
息。中交报驻甘记者站第一时间赴兰
州机场高速、巉柳高速、兰州南服务区
等地，一线实地采访疫情期间环兰高速
保通保畅及“车货无忧”保险启动情况。

疫情发生以来，交通运输疫情防控
信息广泛在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
《甘肃日报》、《中国交通报》等媒体刊
发；及时向省委省政府和交通运输部报
送交通疫情防控和运输保障工作进展；
省交通运输厅网站时时更新，第一时间
发布疫情期间交通出行政策、交通运输
防疫保障措施和交通一线防疫故事；

“甘肃交通运输”微信公众号、微博、今
日头条号等新媒体平台累计编发交通

防疫信息 240余篇，其中两篇最高阅读
量均突破 10万+，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点
赞好评。交通“疫线”声音得到了广泛
传达传播，为全省交通疫情防控工作营
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暖心服务，增强战“疫”信息化

疫情期间，中心按照省交通运输厅
“一断三不断”强化路网运行保障的要
求，相关部门实行 24小时值班制度，充
分运用科技手段和信息化服务，进一步
加强对重点路段监控和网络保障，精准
分析交通量指标，科学预判交通路况，
并通过甘肃交通 12328微信公众号、抖
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第一时间发布实
时路况、交通气象、温馨提示等，使“电、
煤、气”等重要能源物资、“菜篮子”“米
袋子”“果盘子”等重点生活物资、医疗
物资的运输车辆能够及时掌握出行路
况，科学安排出行。

基于行业数据资源交换共享与开
放应用平台和交通视频云联网平台，以
业务和应用为导向，深度挖掘数据价
值，研发上线“路网事件监测预警”和

“基于机器视觉的隧道安全运行监测与
预警”等大数据场景化应用产品，实现
交通视频部省联网实时在线共享和数
据融合创新应用，为交通检疫和重要物
资运输保障提供了数字化决策支撑。

(来源：省交通科技通信中心)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在全省交通运输系

统引发热烈反响。各单位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

潮，组织收听收看新闻报道、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全

会公报、结合工作实际研究贯彻落实举措。

平凉市交通运输局

11月 16日，平凉市交通运输局召开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学习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同深化党史学习教

育结合起来。要深入学习《交通强国甘肃方案》《甘肃

省“十四五”公路水路交通发展规划》，围绕市委市政府

和省交通运输厅决策部署要求，统筹当前和长远，聚焦

路网结构升级，对明年工作再研究、再谋划，着力提升

交通运输服务水平，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

交通运输力量。

临夏州交通运输局

11月 15日，临夏州交通运输局召开局党组（扩大）

会议，全文学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

次全体会议公报》，安排部署全州交通运输系统贯彻落

实工作。要求全州交通系统各单位要把学习好、宣传

好、贯彻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段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迅速掀起学习热潮。要坚

持班子成员全面部署学、领导干部示范带头学、广大党

员和干部职工联系实际学。要组织开展专题宣讲辅导

培训，充分利用集体学习、“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

式，督促指导局属单位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学习宣传

贯彻全会精神上走在前、作表率。坚持学用结合，要从

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和力

量，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激发出来的热情转化为做好

工作的强大动力，与做好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切实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州交通运输工作高质量发展

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

省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11月 16日，省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党委召开扩

大会议，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安排部署

学习贯彻工作。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学习

的紧迫感、责任感，制定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工作计划，

面向全体党员干部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学习培训，推

动学习贯彻讲话精神不断深入。党委班子成员要以上

率下、先学一步、学深一层，通过带头宣讲等方式，带动

所在支部和分管部门深入学习，推动学习宣传和贯彻

落实落细。各党支部要紧紧围绕全会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全会《决议》，原原本本读原文、认认真真悟原理，吃

透精神实质，把握核心要义。在深学细读的基础上，组

织专题研讨和座谈交流，撰写学习心得体会，切实做到

真读、真学、真用。

省高速公路运营服务中心

11月 16日，省高速公路运营服务中心党委理论中

心组召开专题学习（扩大）会议，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要求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的热潮，把学习贯

彻全会精神焕发出的热情转化为做好当前工作的动

力，以实干开路、靠攻坚闯关，全力冲刺全年运营管理、

货车ETC发行等目标任务的完成。同时，要继续抓好

疫情防控工作，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压实“四方

责任”、落实“四早”要求，严格按照《公路服务区和收费

站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第三版）》做好防控工

作，继续推进疫苗接种工作，守牢外防输入关口。要毫

不松懈地抓好冬季安全保畅、隧道安全运营和职工人

身安全工作，防范和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杜绝各类

安全事故发生。

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11月 15日，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委组织召开党

委（扩大）会议，集中学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

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精神，传达学习11月12日省委常

委会（扩大）会议和 13日全省领导干部会议精神，并结

合当前工作重点安排部署贯彻落实意见。要求中心两

级党组织要精心组织、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切实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

通，系统领会、准确把握，学深悟透党百年奋斗的宝贵

经验，做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进一步增强走好赶考

之路、答好时代答卷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省水运事业发展中心

11月18日，省水运事业发展中心召开党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及省委、厅党组

做好全会精神学习的有关要求，并就下一步如何抓好

全会精神的学习贯彻进行了安排部署。两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用全会精神统一思想、

凝聚共识、坚定信心、增强斗志，切实把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转化为推动水路交通运输工作高

质量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要充分利用“学习强国”

“甘肃党建”等学习平台，扩大覆盖面，提升学习宣传效

果，全方位多层次学习宣传全会精神，紧密联系工作实

际，把全会精神切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全力完成

各项目标任务，谋划好明年工作。

庆阳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11月 15日，庆阳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委召开理论

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暨《作风建设负面清单》专题交

流研讨会议。明确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同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同深化

党史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

话精神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会、整体贯彻落实，引导

党员干部更好地用全会精神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

信心、增强斗志，切实把全会精神转化为加快建设交通

强国的强大精神力量。

甘南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11月 16日，甘南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召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学习会议。

要求中心两级党组织要紧密团结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深刻学习领会全会精神的历史意义和

核心要义；要继续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模范带头作用，结合工作实际，以专题辅导、交流研讨

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十九届六中全会专题学习，教

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肩负责任担当，发

扬敬业奉献、甘当路石的“铺路石”精神，以实际行动为

甘南公路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张掖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11月 14日，张掖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召开党委会会

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提出要深刻

认识全会精神对公路事业发展的根本性指引作用，通

过中心组学习、党员集体学习、专家辅导学习等多种形

式，在全体党员干部和职工中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全会

精神的热潮。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同深化党史

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同推动交通强国甘肃实践结合起

来，同推动落实厅党组“职能归位、职责落地”各项决策

部署结合起来，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公路人应有的贡献。

（综合）

全省交通运输系统掀起
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热潮



通讯地址：《甘肃交通运输》（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东路277号） 电子邮箱：gsjtzk@163.com 联系电话：0931-8461634 8458406

甘肃交通运输

印数：2000 印刷单位：兰州奥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11月17日，省交通运输厅举行全省普通国道管养事
权移交线上签约启动仪式，标志着我省理顺普通公路管
理养护事权正式进入移交接养阶段。厅党组成员、副厅
长胡雄韬出席仪式并讲话，临夏市政府、武威市交通运输
局作发言。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交通运输领域中央与
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和省政
府关于《甘肃省交通运输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省交通运输厅统筹考虑市州财政实

际、养护队伍现状和相关企业实力，全面理顺省、市（州）、
县（区）三级公路路网管理养护事权，加快构建“国道省
养、省道省级与市州共同管养、农村公路县区管养、城管
路段市政管养”的公路管理养护新格局。本次签约移交
共涉及6条普通国道453.5公里、16条农村公路107.3公
里。到2022年4月底前，市（州）、县（市、区）交通运输局
（委）管养的2285公里普通国道将全部移交辖区省属公
路部门管养；省属公路部门管养的2206公里农村公路交
由县（市、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管养。

胡雄韬在签约仪式上指出，普通公路管养事权移交
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各市州、县区交通运输局要发挥牵
头抓总、沟通上下、协调四方的作用，积极向市州、县区政
府汇报工作进展；公路养护部门要密切配合、有效衔接，
做好交底工作。各部门各单位要充分发挥优势长处，整
合优化资源，进一步明晰管养事权，做到应交尽交、应接
尽接、应管必管，确保移交工作顺利推进。

厅机关相关处室，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省交通科技
通信中心、省公交建集团相关负责人在主会场参会；各市
（州）交通运输局（委）、兰州新区城乡建设和交通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14个省属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在
分会场参加会议。 （张宾 郑嵘 邓强）

11月 11日，省交通运
输厅以视频形式召开厅务
会，学习《国务院2030年前
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关于“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行动”内
容，审议《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服务和融入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实施意见》《甘肃省“十四五”水运发展规划》
《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建立健全交通项目建设协同
推进机制的实施方案》等。厅党组书记、厅长刘建勋主
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交通运输绿色低碳发展，是立足新发展
阶段，推动交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各单位各部
门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结合本职做好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积极开展绿色低碳行动方
案编制工作，以及运输结构调整、多式联运、新能源客

货运营车辆的推广应用等工作，将生态优先、绿色低碳
的理念贯穿在交通路网、枢纽等基础设施规划、设计、
建设、管理、运营和维护全过程。

会议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作出的战略部署。全省交通运输系统要立足新发展
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以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系统观
念,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把握交通“先行官”定位,以加

快建设交通强国为统领,
着力“强网络、建体系、抓
创新、促开放、优治理”,致

力“扩大循环规模、提高循环效率、增强循环动能、保障
循环安畅、降低循环成本”,加快交通运输现代化,努力
打造支撑国家战略实施的枢纽通道新高地、促进区域
经济发展的运输服务新高地,加快培育融合创新集群
拓展的路衍经济产业链,为服务和融入构建新发展格
局提供坚强支撑保障，为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开
创富民兴陇新局面当好先行。

在家厅党组成员、厅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在厅机关
参加会议，其他厅领导，厅属在兰单位主要负责人通过
视频参加会议。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杨甜）

编辑 李江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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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编辑 吴亚飞

11 月 15 日，省交通运输厅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第 15次集体学
习会议，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传达学习 11月 12日省委常
委扩大会议和11月13日全省领导干
部会议精神。厅党组书记、厅长刘建
勋主持会议并讲话。厅领导，派驻厅
纪检监察组、厅机关各部门负责人，
厅属在兰单位党委（总支、支部）负责
人，机场三期办、厅乡村振兴办负责
人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是在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历史时
刻，在党和人民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着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
史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
义的会议。全会通过的《决议》，全面
系统总结我们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着重阐释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深刻指出确立习

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
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新时代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的重大政治任务。要把学习贯
彻全会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
肃重要讲话结合起来、与习近平主席
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
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结合起
来，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当好中国
现代化的开路先锋、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作出应有贡献。各级
党组织要结合本单位和本部门实际，
制定学习宣传贯彻计划，广泛开展形
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迅速掀起学习贯
彻六中全会精神的热潮。

会议要求，要把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与做好当前重点

工作结合起来，在持续抓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全力抓好项目建设。要紧盯
全年投资和建设目标任务，坚持投资
和形象“双指标”双调度，督促项目建
设单位加快建设进度，为全省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贡献。要抓好全省公路
保通保畅工作，强化极端天气的分析
研判，进一步完善除雪防滑保畅预
案，将人员、装备、物资、预案落实到
位，确保冬季公路安全畅通。要严格
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责任，督促指导道
路运输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措
施。要持续抓好关爱货车司机行动，
加大“司机之家”建设力度，用好“车
货无忧”公众责任保险，真心实意为
货车司机办实事、办好事，全力维护
和保障货车司机合法权益。要提前
谋划明年为民办实事项目，早安排、
早谋划、早部署，明确工作目标，提出
具体措施，为明年办实事工作顺利推
进打下基础。

（杨甜 黄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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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疫”线的入党申请书
“书记，我

要入党，这是我

的 入 党 申 请

书。”“我也是，

我也要入党。”

天水公路事业

发展中心清水

公路段的两位

青年干部在疫情监测点坚定地向值班的党支部书记说出

了这两句话，并郑重递上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此刻，这

两句话在疫情监测点格外铿锵有力。

80后的青年干部赵俊宏是生产技术部的一名技术

员，在段机关实行弹性上班机制后，他除了在单位家属院

的检测点值班外，还在社区缺乏志愿者的情况下，向所在

社区主动请缨，加入社区防控执勤队伍，一值守就是一整

晚。值守期间，他高度负责的态度多次受到社区工作人

员的表扬。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

在紧要关头，我看到了共产党员奋不顾身投入抗疫一线

的勇气，我也想像共产党员那样去战斗，去守护大家，希

望党组织在这次疫战中考验我。”他满怀热情的写下了这

份入党申请书。

刚入职两个月的杨文娟，作为全段为数不多的女职

工，主动要求办公室给她多安排值班次数，在遇到有人无

法值班的情况，她毫不犹豫穿上红马甲，前往值守点。娇

小的身躯背上沉重的消毒桶，从一楼到六楼每天来回三

次，她从不抱怨。

“疫情发生，有这么多的共产党员争先恐后，用自己

的责任和使命为人民群众织起防疫安全网，他们是我的

榜样，也更加坚定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向党组织

提交入党申请书，对我来说是一种光荣，更是一种动力。”

杨文娟用最朴素的语言向党组织表达自己的决心。

一句句朴实的语言，一份神圣的入党申请书，是他们

在抗疫一线的勇气和担当，更是他们用实际行动表达向

党组织靠拢的决心和信心。

（来源：天水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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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公路人一方面认真履行公路养护主业主责，为抗疫物资和重点物资顺利运输提供坚强保障；

另一方面，组织党员亮身份、进社区、送服务，让党旗高高飘扬在抗疫一线，为打赢“疫战”贡献“橘色”力量。

一名公路职工的子女看到他们奋战“疫”线的身影，深受感触，用她手中的画笔，绘下了这一幕幕……

在党旗指引下战疫必胜 公路青年服务核酸检测工作

党员下沉一线在社区值守 青年志愿者教老人查验健康码

无私奉献值守交通检疫 居家办公摸排人员信息

加强巡查保障公路畅通 坚定信念守得疫散云开

（来源：张掖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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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临泽公路段党

支部书记王小兵利用自己的绘

画特长，创作了 7幅“石头画”，

有的记录医护人员的坚守，有

的宣传防疫小知识，有的传递

爱与希望 ......画面简洁却温馨，

每一张都充满了爱与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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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1日，省交通运输厅

党组理论中心组召开学习会

议，专题研讨交流习近平主席

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

通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

神。部分厅领导和厅机关负责

人在会上作交流发言。其他厅

领导，厅机关部门、厅属在兰单

位党委（总支、支部）主要负责

人通过视频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各单位各部门

要把学习习近平主席主旨讲话

精神，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各

自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通过

党委会、理论中心组和党支部

集体学习、邀请专家辅导、纳入

干部培训等多种方式，深化学

习效果。要注重通过研讨交流

的方式，谈认识、谈体会、谈感

悟，相互交流启发、互相学习借

鉴，深刻理解习近平主席主旨

讲话的精神实质，把握核心要

义，做到学深悟透、学懂、弄通、

做实。同时，要把学习贯彻习

近平主席主旨讲话精神与做好

当前疫情防控、完成全年重点

工作任务结合起来，加快推进

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有序推动

交通强国甘肃试点工作和智慧

交通、绿色交通建设，着力提升

交通运输服务能力水平，确保

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按期完成。

（杨甜）

 


























































厅务会学习《国务院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厅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安排部署现阶段交通运输疫情防控工作
11月15日，省交通运输厅疫情防控

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安排部署现阶段交通
运输疫情防控工作。厅党组书记、厅长、
厅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组长刘建勋主持会
议并讲话。厅领导，派驻厅纪检监察组、
厅机关各部门、机场三期办、乡村振兴办

及厅属在兰各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当前全省疫情防控工作

从应急转入常态化防控阶段，要持续做
好后续疫情防控工作，继续强化“把关”
意识，保持耐心韧劲。“两站一场”“一站
一区”和交通运输工具要把常态化防控

措施坚决执行到位，持续巩固我省疫情
防控的基本盘。要落实好最新的通行
管控政策，加强通行政策宣传，持续跟
踪政策落实，为全省复工复产创造有序
的出行环境。要按照交通运输常态化
疫情防控方案要求，指导各地分区分级

分类、逐步有序恢复各类运输方式。要
聚焦复工复产重点物资运输和交通建
设项目堵点，继续运用好“点对点”的调
度机制。要进一步优化设置疫情防控
点和便民核酸检测点，逐步转入常态化
防控。 (杨甜 朱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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