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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不长"置于浩瀚苍穹"犹如白驹过

隙"转瞬即逝#十年不短"置于生命征程"跌

宕起伏"无怨无悔$ 十年的砥砺奋进"十年的

笃行不怠" 是无数交通人
!"#$

个日日夜夜

的拼搏进取%奋进勃发$

交游天下"通连万家$ 十年来"随着经济

浪潮的快速发展" 在
%&'&&

万平方千米的燕

赵大地上"一条条通达四方的高速公路网快

速形成"打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动脉'$

路从脚下铺展"向远方延伸"我们在逢山开

路 %遇水搭桥中 "一路挑战 #我们在抗击疫

情%保通保畅中一路坚守$ 大道如砥"行者无

疆$ 正是一代代交通人攻坚克难%奋勇拼搏"

我国交通运输实现了从小到大%从大向强的

历史性转变$

时光从来不语"却回答所有问题$从一

车一放行的 &手动杆 '到方便快捷的 &电子

杆 '#从人工收费的唱收唱付 %收款找零 "

到今天的
()*

收费 %移动支付 #从单一的

收费业务到多元产业蓬勃发展 #从低矮潮

湿的小平房到干净舒适的空调房 #从狭窄

拥堵的两车道到畅行无阻的六车道((

回顾过去的点点滴滴 "我们历经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路域环境 %收费系统 %办公条

件%幸福指数都在稳步有序提升$

十年 "也是京石公司改革发展 %激情

奋斗的十年 "是京石公司全体职工破题开

篇 %奋发有为的十年 "也是助推交投集团

事业亮点纷呈 %成就喜人的十年 $ 过去的

+",$

天 "我们以精细的管理 %高品质的服

务 %踏实的作风在各自岗位并肩作战的场

景依然历历在目 "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见证

着高速公路人追梦前行的精彩篇章$

奋斗成就历史 "实干创造未来 $ 作为

京石公司保定南收费站的一分子 " 我庆

幸 "我可以站在高速公路这个巨人的肩膀

上 "不仅丰富了看世界的眼界 "也拓宽了

容世界的格局 $

-.

岁那年 "我刚刚大学毕

业 "带着行李与憧憬 "我成为保定南收费

站的一名收费员 $在这个属于自己的三尺

岗亭里 " 在无限循环的 &四班三运转 '上

班模式里 " 在每天无数次重复着微笑 %举

手示意 %唱收唱付的单一节奏里 "演绎着

属于自己的岗亭故事 $ 与高速同行的路上

尽管也会有磕绊 "但我慢慢懂得 "踏踏实

实 %勤勤恳恳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并把

它坚持下去" 平凡的工作便也成了不平凡

的事业$

正是这份责任感 " 让我在之后的岗亭

生活里微笑更甜%服务更优$ 不管自己是否

满身疲惫"不论司乘态度如何恶劣"在抬杆

放行时" 我总会真心地% 面带微笑地道一

声!&祝您一路平安) '就这样我从收费员%

到办事员再到办公室主任"从陌生到适应%

从学习到蜕变 "一路前行 "因为成长 "所以

无畏$

每逢节假日"人们欢聚一堂"或举杯共

庆或外出休闲"但这也是我们高速人最繁忙

的时刻$ 为了让出行的人们平安顺畅地到达

目的地"我们通常是加班加点"用坚守为司

乘提供便捷安全的通行服务$

无论白天黑夜"无论刮风下雨"高速人

总是坚守在岗位上"奉献着自己的热血与青

春$ 在汛期路面发生水毁时"你看到的是高

速人在激流中疏通排水沟的身影#在烈日高

照%酷暑难熬时"你看到的是高速人爬边坡%

钻涵洞排查隐患的身影#当你在高速路上遇

到困难孤立无援时"总有高速人为你送去关

爱和温暖#当你感受着高速公路带来的舒畅

便捷时"总有高速人在默默为出行的你保驾

护航((这是我们的使命和担当" 做有担

当%有作为的新时代高速人"是我们永远努

力的方向$

-$%/

年"高速收费模式的转变%运营管

理的提升%货车
()*

发行与服务%会员制的

推广等"给我们带来一个个全新的挑战$ 为

应对快速增长的车流量"京石公司逐步推出

自助发卡系统%货车
()*

不停车收费%收费

发卡机器人&小
(

'等"来保障司乘安全顺畅

通行$ 社会的进步带来了高速公路的种种变

革"科技发展成果不断渗透到高速系统工作

的各个方面"高速人的工作内容也随之发生

了巨大变化"但始终不变的"是我们坚守岗位

的那份初心$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 人生因奋斗而升

华$ 在与高速同行的这些年里"我也从青春

稚嫩逐渐变得干练和从容$ 我会带着这份沉

甸甸的收获"陪伴京石高速继续走过下一个

十年%二十年((

站在新起点"踏上新征程$ 一路同行的

我们"伴随着高速事业的发展"将始终坚持

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不懈追求"秉承接续

奋斗%继往开来的使命传承"永葆&闯'的精

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用智慧和汗水

铸就司乘畅安坦途"用创新与实干诠释时代

精神"展现新作为$

路在脚下"行将致远$ 四通八达的高速

公路"仍在燕赵大地上不断延伸"希望你我

不忘初心%勇往直前"为构建现代化高质量

综合立体交通网"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加快

谱写交通强国的河北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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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业务总量
#$%$

亿元$ 规模

巨大% 内畅外联的交通运输体系有力支撑了

全省经济社会高效运转$

]^_`%abcde6fg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领域

之一$ 而雄安新区设立伊始"就提出了加快形

成安全%便捷%绿色%高效%经济的现代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 尤其是尽快打通雄安新区对外

骨干通道"对高标准%高目标%高质量建设雄

安新区和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具有

重要意义$

&'&"

年
$

月
&(

日"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

网
$

个重点建设项目同日通车" 雄安对外骨

干路网全面形成" 与京津冀实现全面快速联

通$ 千年大计"交通先行$ &未来之城'雄安新

区交通基底不断完善"与京津连接道路达到
)

条"京津雄&

%

小时交通圈'基本形成"对外普

通干线公路达到
(

条"创出&雄安速度'&雄安

质量'&雄安标准'"列入首批交通强国试点$

&'&&

年
*

月"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被党中

央%国务院授予&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突出

贡献集体'称号$ 河北交通用行动践行了中国

向世界的承诺" 圆满完成冬奥会交通保障任

务$ 京张%崇礼铁路和延崇高速公路%核心区

&

+!%

'等项目建成投用"修建冬奥专用道
,*-

公里"大通道全面贯通%微循环互联互通"运

输服务保障
%%+

项任务圆满完成" 赛时万人

运输%千车组织%秒级调度"顺利完成
%$)

万

人次的保障任务$

在雄安新区和冬奥会的引领下" 京津冀

交通一体化基本成型并呈现向广度深度突破

态势"京张高铁%京雄城际等建成通车"津石

等高速公路相继贯通 " 与京津连通铁路
.,

条%干线公路
*)

条%接口
)*

个"打通拓宽京

台等对接路
,*

条段%

.'-(

公里"&六纵六横一

环'大通道基本建成"津冀港口干支联动持续

深化"京津冀机场群统一管理水平持续提升"

北运河廊坊段与北京段同步旅游通航$ 服务

&三件大事'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达到
,-''

亿

元"占交通总投资的
+$/

"河北交通在服务重

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中实现了高速发展$

十年来"交通运输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省

交通综合运行协调与应急指挥中心*

0122

+

投用$智能高速铁路京张铁路投运$开展科技

创新和新基建三年行动"&揭榜挂帅' 科研项

目
,+

项"开工建设新基建项目
.*

个"延崇%

京雄等智慧高速公路投运$ 河北港口集团智

慧物流示范工程% 黄骅港务公司自动作业系

统投用$ 世界交通运输科技博览会展出河北

省车路云网一体化智慧高速公路解决方案$

长寿命路面%智能建造%智能交通工作取得实

质性突破" 成功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

距雷达等关键技术$

十年来" 绿色低碳交通发展步伐加快$

&公转铁%公转水'深入推进"公路货运占比由

('3)/

降至
-$4$/

" 铁路货运占比由
)4$/

升至

%.4$/

"集港煤炭
%''/

由铁路运输"多式联运

集装箱增长
%*)/

#新建码头同步规划建设岸

电设施" 具备岸电供应能力的
$

万吨级以上

专业化泊位达到
+.

个%占比
)-4$/

"黄骅港煤

炭港区岸电基本实现应用尽用# 唐山东海钢

铁集团有限公司等
$

条铁路专用线投用$ 低

碳交通工具广泛应用"新能源公交车达到
.4*

万辆"占比
)+/

#新能源或清洁能源出租汽车

达到
$4$*

万辆%占比
))4)/

$石家庄%衡水市被

授予国家级&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城市'称号$

2Mhi%Hjklmnop

唐山市乐亭县位于北京东南方向" 素有

&燕东天府'&冀东粮仓'的美誉$ 以前"由于农

村交通不便"果菜销路不畅$ 近年来"在全省

&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带动下"乐亭县加

快推进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体系建设" 构建

内通外联大通道"形成辐射全县的公路网络"

道路通行能力和运营质量进一步提升$ 优质

果菜&飞出'乡村"乐亭县华丽变身为&中国果

菜十强县'&全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示范县'$

十年来" 河北交通全力推动 &四好农村

路 ' 高质量发展 " 自然村通硬化路率达到

-(4+/

" 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比例达到

()4(/

#&路长制' 实现县乡村三级全覆盖#县

城
,'

公里范围内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运行

率达到
($4,/

#&四好农村路'全国%省级示范

县分别达到
%(

个%

%%.

个"廊坊%沧州市被评

为全国&四好农村路'市域创建突出单位"

.

条

旅游公路被评为&全国美丽乡村路'$

十年来"交通扶贫取得重大胜利"在交通

资金极度紧张的情况下" 实现贫困县和深度

贫困县农村公路补助标准分别提高
,'/

%

$'/

"安排省级以上农村公路补助资金
%'-

亿

元% 占比
-)/

" 普通干线公路补助资金
%.)4,

亿元%占比
$$4+/

$ 河北交通建成太行山高速

公路等扶贫大通道
%'''

余公里"普通干线增

加
,.-+

公里% 达到
.

万公里 " 农村公路达

%)4-$

万公里"客运站点近万个"其中存量翻

浆路
)**+

公里全部整治完成#严格履行 &五

包一'&三包一' 牵头职责" 助力隆化县和
.,

个帮扶村全部出列#

.'.%

年以来"加快推进交

通提档升级" 农村公路投资同比增长
.-4(/

#

选取
,$

个县开展城乡客运一体化试点$ 隆化

县&交邮融合助力脱贫攻坚'获评全国第二批

农村物流服务品牌$

十年来" 河北交通持续推进民生事实扎

实开展" 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实现县级全覆

盖" 在全省范围内对
$

项许可事项实行告知

承诺%

$

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 建设

&司机之家'达到
,,

个%

$5

级&司机之家'数量

居全国前列"安装充电桩%充电站的服务区达

%-)

对%占比
(%4+/

"运用电子客票的汽车客运

站达到
%*'

个%占比
(,/

"违规公路限高限宽

设施和检查卡点实现动态清零" 圆满完成石

家庄绕城高速以内所有高速公路取消收费工

作$ 高速公路百佳服务区和优秀服务区数量

全国第一$ 公交示范城市建设加快推进"石家

庄市荣获国家示范城市称号"衡水市
%-

路公

交车被中宣部命名为&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新冠肺炎疫情频发" 交通运输成为经济

发展%社会稳定的压舱石$ 河北交通坚持政治

站位"牵头交通检疫组"设置公水空铁运
$

个

专项组"持续优化&

%6)

'工作方案"巩固提升

&一阻三通'防疫机制"确保了阻断疫情于&站

外车下'$

日前"在石家庄井陉县秀林收费站"一辆

辆满载货物的大货车来来往往" 这里是由山

西经过石太高速进入河北的第一个站口$ &现

在站口的日均通行量达到了
,)''

辆次左右"

比
+

月份增加了
,-7

$ '石太高速秀林收费站

站长邵峰说$

&推动交通物流畅上加畅'是河北省出台

的,关于促进交通运输发展的六条政策措施-中

重要一项$ 通过建立省部%省际和京津冀区域保

通保畅协同机制"为物流畅通提供有力支撑$ 目

前" 全省
$%(

个高速收费站%

&'*

对高速服务区

全部开通$ &情义河北.冀路畅行'关心关爱货车

司机行动"更是让货车司机感受到河北温情$ 上

半年"河北高速公路货车通行量
%

亿辆次"居全

国第
8

位#公路货运量
(48

亿吨"居全国第
+

位#

货物周转量
8+(%4%

亿吨公里"居全国第
.

位#邮

政快递投递量
.'4)

亿件"居全国第
+

位#港口货

物吞吐量
+4.

亿吨"居全国第
*

位$

十年来" 河北交通不断推动治理效能稳

步提升$ 平安交通建设持续推进"安全生产责

任制有效落实"专项整治&集中攻坚'行动扎

实开展"公路安防工程建设
%48

万公里"危旧

桥梁改造
%++.

座#&两客一危' 安标化达到

%''/

"港口危货实施专家巡诊"旅游高峰期大

排查大整治成效显著" 铁路沿线环境安全整

治动态清零"平安工地建设全面覆盖"实现事

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双下降'"未发生重大及

以上责任事故#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动态清

零"扫黑除恶斗争常态化开展"反恐怖防范工

作深入推进"社会舆情和群众信访有效处置"

信访总量%集体访大幅下降$ 卓有成效的行业

治理为行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制定法治交通建设实施方案" 编制部门

权责事项清单" 颁布实施 ,河北省公路条例-

,河北省道路运输条例-,河北省小型客船运输

管理规定-$ &一局八中心'挂牌成立"监管企业

脱钩划转" 省级行政许可由
$+

项削减至
8.

项"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到
%''/

$ 电子证照

印章应用名列省直前茅"&双随机一公开'深化

实施" 执法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深入开展$

.'.'

年荣获&信用交通强省'建设典型省份称

号"法治交通建设深入人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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