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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庆祝 !"!#年全省交通运输工作会议胜利召开

日月其迈!岁律更新" 正值#十四五$开局

之年!全省交通运输工作会议的胜利召开!意

义重大% 会议向全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发出明

确号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实推进交通

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 "

大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九届十一次' 十二次

全会'全省(两会$'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精

神!总结
!"!"

年和(十三五$工作!分析形势!

明确(十四五$目标任务!部署
!"!$

年重点工

作% 认真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对于保持战略定

力'增强发展信心'凝聚攻坚力量!沿着高质量

发展道路矢志前行!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时光在回溯中尤显不凡! 我们在大战大

考中学会迎难而上%

!%!"

年!世纪疫情和百年

变局交织!给交通运输事业带来严峻挑战% 这

一年! 我们坚持政治站位! 全面贯彻坚定信

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总要求!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大战大考中夺取重大胜

利)我们自觉服务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

保$任务!聚焦(三件大事$和民生实事!交通

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超额完成) 我们既有

谋篇布局(大写意$!又有精耕细作(工笔画$!

基本形成指导我省未来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

较为完整的规划体系%

!"!$

年是建党
$""

周年! 是我国现代化

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 也是加

快建设交通强国和(十四五$开局之年% 要坚

持以首战首胜的姿态! 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河北篇章中开新局'谱新篇!在(十四五$新征

程中打好开局战'走好第一步%

走好第一步! 就要从全局层面毫不放松

抓好疫情防控工作!把问题想得复杂一些!把

疫情想得严重一些!把工作想得细实一些!大

力发扬伟大抗疫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走好第一步! 就要从全局层面凝心聚力

推进(三重四创五优化$活动!真正做到出亮

点'出形象'出效果% 走好第一步!就要从全局

层面扎实开展(三基$建设年活动和(五大提

升行动$! 加快补齐城乡交通基础设施短板!

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走好第一步!就要从全

局层面高质量编制完成全省综合立体交通网

规划纲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四五$

规划及各项专题专项规划!既善于(弹钢琴$!

又能牵住(牛鼻子$%

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走过

千山万水 !仍需跋山涉水 !让我们高扬奋斗

之帆'紧握奋斗之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

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

大力弘扬新时代交通精神!争做新时代孺子

牛 '拓荒牛 '老黄牛 !在奋斗中成就梦想 !在

奔跑中开创未来!加快谱写交通强国河北篇

章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

周年 !为新时

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本刊讯 !记者邢莫冉"

!

月
!&

日#

!%!$

年
全省交通运输工作会议在石家庄市召开$会议
采用电视电话形式#传达学习了副省长丁绣峰
的批示%省&两会'%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精
神#总结

!%!%

年和&十三五'工作#分析形势#

明确&十四五'目标任务#部署
!%!$

年重点工
作$厅党组书记%厅长王普清出席会议并强调#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对河北工作%对交通运输工作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
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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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服务扎实做
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服务重
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实施#坚持&三六八九'

工作思路# 紧扣加快谱写交通强国河北篇章#

聚焦畅通国际流通关%畅通国内大通道%畅通
区域联通网%畅通城乡融合网%畅通流通服务
网#立足打造新基建%新业态%新活力%新交通#

着力推进基础设施网络化#着力推进物流运输
便利化#着力推进出行服务便捷化#着力推进关
键核心技术自主化# 着力推进交通运输治理现
代化#加快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
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为开启新时代全面
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新征程提供有力支撑#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

会议指出#

!%!%

年#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
交织#给交通运输事业带来严峻挑战$ 厅党组
团结带领全系统广大干部职工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对交通运输工作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和省部
要求#坚持&三六八九'工作思路#坚持&稳进好
准度'#开展&三创四建'活动#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顺利实现&三个圆满收官'$

!%!%

年是&十
三五'收官之年$这五年极不平凡$全系统广大
干部职工抢抓机遇%拼搏竞进#奋力开启交通
强国河北篇章大幕$五年来#坚决稳定投资#加
速项目建设#完成投资

'(#)

亿元%增长
&*+,

(

落实&三区一基地'功能定位#共议共建共管#

服务&三件大事'取得大跨越(聚焦人民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与广大群众一
道用心用情用力建设人民满意交通(落实国家

总体安全观#聚焦重点领域#深化防范举措#各
类风险可防可控(持续提高改革系统集成水平
和协同配合成效#架梁立柱%夯基固本(贯彻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旗帜鲜明讲政治#全面
从严治党纵深推进$

会议强调#&十四五' 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着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是加快建设交通
强国河北篇章的关键五年$ 交通运输是兴国之
要%强国之基#&十四五'时期仍处于重要战略机
遇期#机遇更具战略性%可塑性#挑战更具复杂
性%全局性$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关键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要从
&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个重要判断来认识交通运
输事业%从&贯彻新发展理念'这个重大引领来

谋划交通运输事业%从&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
重大战略来推进交通运输事业#从国家大目标%

大格局%大战略中找准定位%谋划发展%推进工
作#扎实推进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指出#我省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十四
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是)固定资产投资稳中
有增$完成总投资

-%%%

亿元#其中铁路及城市
轨道交通

!%%%

亿元# 公路
&+)%

亿元# 港口
!(%

亿元#民航
$&%

亿元#枢纽站场
$!%

亿元(

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六纵六横一环'综合
运输通道能力更加充分#&轨道上的京津冀'便
捷程度和通达深度进一步提升#实现规划国家
高速公路网全面贯通( 运输服务品质大幅提
升$初步形成&

'$&

出行交通圈'和&

$!&

快货物
流圈'$基本实现客运出行&一票制'%货运物流
&一单制'$ 县!市%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发

展水平
+.

级以上比例达到
(',

$ 邮政服务建
制村直邮率和快递服务建制村通达率均达到
#%%,

#国内寄递更加高效便捷#跨境寄递更加
通达顺畅(创新发展能力持续增强$ 交通运输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大数据%人工智
能%区块链%

'/

%北斗%物联网等与交通运输深
度融合(绿色交通发展成效更加显著$ 运输结
构持续优化# 铁路承担货运量比重稳步增长#

煤炭铁路集港率保持
#%%,

$绿色出行比例%公
共交通机动化出行分担率均大幅提升#城区常
住人口

#%%

万以上城市绿色出行比例达到
-%,

(交通安全保障更加有力$ 平安交通建设
成效显著$跨方式%跨部门安全风险防控体系%

应急救援体系%应急运输体系基本完善#运输
安全共治格局基本形成(交通行业治理规范高
效$跨方式%跨部门%跨区域综合交通运输协同

管理机制更加完善$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和交通
法律法规体系更加健全#&放管服'改革持续推
进#交通数字化监管平台更加完善$

会议强调#

!%!#

年是建党
#%%

周年#是我
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

也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和&十四五'开局之年$

要坚持以首战首胜的姿态#在加快建设交通强
国河北篇章中开新局%谱新篇#在&十四五'新
征程中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 一要紧扣构
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扎扎实实推进交通运输
项目建设$ 二要紧扣构建新发展格局#扎扎实
实提升交通运输服务品质$ 三要紧扣打造&四
个样板'#扎扎实实打造雄安新区&先行区'$四
要紧扣城乡融合发展# 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
事$ 五要紧扣创新驱动发展#扎扎实实强化科
技创新应用$六要紧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扎扎实实推进绿色交通建设$ 七要紧扣
统筹安全和发展#扎扎实实创建平安交通$ 八
要紧扣全面深化改革#扎扎实实推进行业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九要紧扣坚持和加强
党的领导#扎扎实实深入推进党的建设$

会上#张家口市%邯郸市交通运输局#雄安
新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局#省道路运输管理局主
要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

副厅长宋书强主持会议并传达副省长丁
绣峰的批示精神#副厅长侯智敏传达省&两会'

精神#副厅长戴为民传达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
议精神$省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周召华#

厅领导宋兴林%王谷%唐建新%李绪明%白刚出
席会议$

厅总工程师%总规划师(省纪委监委驻厅
纪检监察组相关负责同志#厅直各单位%机关
各处室和厅监管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
参加会议$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交通运输局
领导班子成员#秦皇岛市%唐山市%沧州市港航
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同志#雄安新区管委会规划
建设局领导班子成员#厅监管企业领导班子成
员和所属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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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记者张海洋"日前#省政府副省
长丁绣峰对全省交通运输工作作出批示#充
分肯定一年来全省交通运输工作取得的成
绩# 对

!%!#

年全省交通运输工作提出明确
要求$

丁绣峰指出#

!%!%

年# 全省交通运输系
统认真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交

通运输工作#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格局基本成
型#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一期项目主体建
成# 北京冬奥会交通保障项目全部投用#交
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超额完成#顺利实现了
&十三五'圆满收官$ 成绩来之不易#值得充
分肯定$

丁绣峰强调 #

!%!#

年是实施 &十四五 '

规划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的第一年# 全省交通运输系统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
策部署和省委% 省政府工作要求# 以新发
展理念为引领# 树立全局观念% 突出工作
重点 #聚焦服务 &三件大事 '% &一带一路 '

建设% 区域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建设和
乡村振兴战略# 立足高质量发展和改善民

生# 大力开展高速公路便捷出入% 普通干
线公路舒适畅行 % 农村公路均衡发展 %高
速公路养护管理% 公路投融资和建设管理
&五大提升行动 '#加快建设安全便捷高效
绿色经济的现代化交通运输体系 # 确保
&十四五 '开好局 %起好步 #为全面建设经
济强省% 美丽河北作出新贡献# 以优异成
绩迎接建党

#%%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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