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交通
乡村振兴

本刊讯（通讯员 张桂芹 王静）“今天
我去平泉市里走亲戚，在公交站没等多
久，车就来了，票价也便宜，现在可真是
太方便了！”11月 27日一大早，刚刚登上
622路公交车的承德平泉市榆树林子镇
当铺村耿大妈高兴地说。

据了解，榆树林子镇距平泉市 55公
里，以前没通公交车时候，私人运营的大
班车从榆树林子镇到平泉市区需要两个
半小时，而且班次少，一天一趟车，非常不
方便。“如今通村公交高峰时期15分钟一
趟，村民出行、买卖东西十分方便。为此，
村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的不在少数。”榆
树林子镇北井村书记李井龙介绍说。

公共交通是城市的血脉，是百姓出
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和城市形象的流动窗
口。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乡融
合发展，平泉市从 2016年底开始大力推
进城乡公交一体化，在承德市率先完成
了“城乡客运一体化”试点改造，构建了
一个以平泉市城区为中心、四大乡镇为
节点，辐射各自然村的快速公共交通网
络体系。如今，已经实现了城乡公交一
体化全覆盖。

前不久，平泉市党坝镇永安社区村
民许秀全把自己家的鸭蛋装进城乡公交
货仓捎给在平泉市里工作的儿子一家。

“现在的公交捎货很方便，我在盒子写上

儿子名字和电话，再通过平泉公交 APP
查询具体到站时间，告诉儿子去客运南
站领取就行了，费用也不贵。”许秀全说。

2021 年，为进一步提升城乡公交服
务水平，平泉公交建成了综合安全防范
管理平台，平台里能实时显示所有公交
车的具体位置，特别是司机工作情况全
程监控，出现疲劳驾驶等各种情况能够
及时预警。

“每天上车驾驶之前，司机都会通过
智能平台进行酒精含量、心理健康等测

试，全部合格才能领取车辆钥匙。”15路
公交司机张永斌说。

目前，平泉市建设公交枢纽站 4个，
公交首末站 4个，港湾式候车亭 234个，
规划运营线路 89条，投入新能源公交车
234台，真正实现了城乡公交全域覆盖。

平泉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吴清梅表示，
为进一步提升百姓出行幸福指数，平泉市
将继续投入资金购买 50辆新能源汽车，
投放到人员密集等重点路线，加大发车密
度，推动城乡公交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规划运营线路89条，投入新能源公交车234台，平泉市——

全域公交让百姓出行更便捷

电话：0311-83056774 E-mail:hbjt@263.net综合河北交通
2022.12.22Z2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贺笑贺笑

本刊讯（记者 陈红宇 特约通讯员
杨利学）实施公路建设项目 9个、192公
里，大力完善三级农村物流网络节点体
系建设，推进城乡公交一体化协同发展
……新征程、新挑战，邯郸武安市交通运
输局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强大动力，统
一思想行动，全力以赴推进当前交通重
点工程建设，全面建设现代物流强市、现
代交通强市，为建设富强文明美丽幸福
的现代化新武安开路架桥。

“十四五”计划完成
公路建设项目 17个

“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我们通
过多元渠道，采取多种方式，与上级交通
运输部门沟通对接，扛起开路先锋的使
命。”武安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旭东介绍。“十四五”期，武安将初步形
成多节点、网格状、全覆盖的综合立体交
通网络体系，实现生产物流通道运输能
力更加畅通、邯武及环武周边“1小时交
通圈”更加强化、综合交通枢纽布局更加
优化。

2021年至今，武安先后高质量完成
投资 4.5亿元的西二环建设，大修改造西
三环裕华钢厂段，新建改建涉及 10个乡
镇15条段、投资5805万元的农村公路，完
成磁左线、永峰线等64公里、投资3518万

元的国省干线公路灾后重建工程等。
“十四五”期，武安计划完成公路建

设项目 17个、总里程 277公里，建成更多
快速路、环城路，打通更多“断头路”、堵
点路，使城乡内外通行更加顺畅，基本补
齐“通而不畅”的短板。未来三年，武安
计划实施旅游大环线、青兰高速公路武
安南岗互通、242 省道石观公路武安段
等 8个公路建设项目共 85公里。

形成“通道+枢纽+网络”
现代物流格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
然在农村。

2021年，武安获评“四好农村路”全
国示范县。在“十四五”期及未来中长期，
武安将实施农村公路大修改造工程 262
条段、总里程801公里，进一步建成“外通
内联、通村达户、班车到村、货畅其流、人
便于行、安全便捷”的农村交通网络，打造
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县标杆。

三级农村物流网络节点体系也在加
快建设中。武安全面推进农村客运、货
运、邮政快递融合发展，将在市内建设综
合物流中心，在全市22个乡镇、工业园区
建立物流转运枢纽，在502个村建立物流
网点，打通乡村物流“最后一百米”。武安

还将推动城乡公交一体化协同发展，规划
建设集高铁、长途客运、城市公交、物流和
商用综合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枢纽场站，计
划建设3个公交换乘站和477个农村客运
候车亭。

聚焦交通运输智慧绿色转型，武安计
划建设已被批准为省重点的 3个骨干物
流通道，完善物流园建设项目，畅通物流
运输大动脉；在8条重点线路分别建设集
停车、住宿、餐饮、客货邮网点等服务于一
体的综合性服务区，形成“通道+枢纽+网
络”现代物流格局；建设武安综合货运枢

纽项目，涵盖公铁联运、仓储等服务，打造
全方位智慧数字化管理的综合货运枢纽
平台；建设集智慧公交系统、科技治超和
综合执法系统等于一体的智慧交通管理
服务中心，统一纳入智慧城市建设。

下一步，武安交通将以“咬定青山不
放松”的执着迎难而上，奋楫在“浪更急”
的中流、奋进在“路更陡”的半山，全面推
进交通强市、物流强市建设，努力当好中
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邯郸武安：全面建设现代物流强市交通强市

近 日 ，在 唐 山 港 京 唐 港 区
36#—40#煤炭泊位气膜条形仓建设
现场，设备轰鸣、焊花闪烁，工人们正
铆足干劲、争分夺秒推进工程进度。

据悉，该气膜仓是国内沿海港
口首例气承式膜结构条形仓，长度
1130米、跨度 130米、高度 55米，建
筑面积14.74万平方米，基础为钢筋
混凝土结构，侧部及顶部为气承式
膜结构。目前，仓内的自动化控制
系统、视频监控、热成像系统正在加
紧安装，已经完成工程总量的90%。

姚宛辰摄影报道

京唐港区煤炭堆场气膜条形仓建设加紧推进京唐港区煤炭堆场气膜条形仓建设加紧推进

干支相连 通村达户 惠民便民
——肃宁“四好农村路”托起百姓致富希望

□ 特约记者 李美晨 通讯员 马天一

本刊讯（通讯员张健朋）
近日，唐山市交通运输系统开
展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大检查，
抓实抓细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扎实推动“平安交通”建设走
深走实。

在防患未然上下功夫。
紧盯公路营运、道路运输、城
市客运、公路工程建设等重点
行业领域，推进源头治理和事
先预防。加强全市754公里
高速公路、1500公里国省干
线和1.76万公里农村公路路
面巡查和路况监控，强化全市
1576家货物运输企业安全源
头监督管理，持续开展打击

“黑出租”专项行动，督导唐秦
高速一期等在建项目严格落

实冬季施工安全预防措施，夯
实筑牢安全生产基础，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末端落实上下功夫。
采取全面排查与重点整治相
结合、企业自查与主管部门抽
查相结合、行政执法与专家服
务相结合、群众监督与联合督
办相结合四种方式，全面开
展督导检查。重点检查企业
冬季安全防范措施，加强现
场安全管理、重大危险源监
控和关键设施装置安全运行
维护等情况，严防明停暗开、
假停假改。重大隐患严格实
行“挂牌督办”，对整改责任
不落实、整改不到位的，依法
依规严肃问责。

唐山交通

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本刊讯（特约记者李楠）
近日，邯郸机场已陆续恢复上
海、昆明、温州、鄂尔多斯、广
州、成都、杭州、西宁、海口等
热点城市航线。另外，邯郸机
场于 12月 15日已新开了鄂
尔多斯—邯郸—佛山航线，同
时在执行海口航线不变的前
提下，计划近期增开三亚—邯
郸—张家口航线，通过优化航
班时刻和新增通航城市，全力
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随着航线的逐步恢复，
邯郸机场与春秋航空公司合

作，推出想飞就飞套票活动，
提前开启春运大促。同时，为
更好地满足企业复工复产、学
生假期返乡、务工人员回家过
年等多方面需求，该机场还推
出包机业务，提供6至180座
等机型选择，并配套开通专用
通道，为包机旅客提供值机、
登机便捷服务。针对即将到
来的春运旺季，邯郸机场将密
切关注市场变化，根据实际情
况及时调整航线布局、优化航
班时刻、提高运力投放，满足
旅客出行需求。

邯郸机场

恢复多条国内热点航线

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

大力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发展

本刊讯（特 约 记 者陈
艳）为进一步净化道路客运
市场环境，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近日，定州市
交通运输局开展非法营运
专项整治行动。

该局主要采取定点检查
与流动检查、定时检查与不
定时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分
别在定州火车站、高铁站、长
途汽车站、医院周边等客流
集散地，对涉嫌从事非法出
租和网约客运的“黑车”进行

集中打击；积极与公安交警
部门联合，特别是与高速交
警建立协作机制，利用高速
交警的信息平台对频繁跨区
域出行的各种客车及私家
车，进行重点摸排，采取视频
跟踪和现场打击相结合方
式，增强执法效果，实现“打
必严，查必果”。同时，积极
教育引导乘客提高安全乘车
意识，自觉抵制“黑车”、举报

“黑车”，形成行业监管、群
众监督的舆论氛围。

定州交通

开展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

本刊讯（特约通讯员田
亚莉通讯员赵元天）日前，保
定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加强执法力度，确保道路
安全畅通。

该支队对危险化学品运
输企业、维修企业、客运企业
进行全覆盖执法检查，及时消
除安全隐患；对“两站一中心”
重点部位加大巡查力度，重拳
整顿客运市场违法违规经营
行为，持续净化市场秩序；加
强国省干线重点路段、桥梁、

隧道等基础设施巡查，加大路
域环境综合治理，及时清理违
章搭建、堆放物，制止占道经
营等损害路产路权行为；深化
超限超载治理督查工作，推进
治超工作各项措施落地落实，
确保国省干线安全畅通；统筹
高速公路一线执法力量，启动

“路警一体化”程序，保持紧密
协作、深度融合、联勤联动，保
证救援安全及时，全力营造平
安畅通、和谐稳定的道路通行
环境。

保定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加强执法力度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本刊讯（通讯员林一乐
张倩梅）今年以来，邢台市
交通运输局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将其作为工作的切入
点和突破口，促进各项工作
全面推进。

截至目前，全市农村公
路 累 计 建 设 改 造 960.5 公
里，超额完成年度目标，和
邢铁路、国道G107线内丘绕
城段等建成使用，邢台机场
通过行业验收，国道G515定
州至浚县公路宁晋县小枣
村至隆尧县尧东庄段开工

建设。谋划的 27个交通重
点项目全部列入省规划，其
中高速公路建设项目 4个，
普通干线公路项目 23 个。
巩固提升物流保通保畅能
力，创新推出通行证 8部门
联合审批。深化放管服改
革，实现 3 类 9 证电子证照
跨区域互认，“跨省通办”工
作5至11月份连续7次保持
全省第一，12328 服务热线
信息咨询即时答复率、投诉
举报 24小时内办结率均达
100%。

邢台交通

深入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本刊讯（通 讯 员闵梦
珂）入冬以来，任丘市交通
运输局结合季节特点，突
出重点，扎实做好国省干
线公路养护管理工作。

该局加大人力物力投
入，做好日常保洁、路面小
修灌缝和设施维护等日常
养护工作，并对路树及沿
线公路设施进行粉刷；组

织技术人员对管养国省道
路及沿线设施进行全面排
查，及时处治路面病害，对
存在隐患的桥梁进行重点
监控，确保通行安全；制定
恶劣天气应急保畅预案，
备足融雪物资，明确应急
抢险队伍的分工和职责，
确保公路险情第一时间进
行处理。

任丘交通

扎实做好干线公路冬季养护

冬日午后，驱车行驶在沧州市肃宁县
农村公路上，从主干公路到乡间小道，一
条条畅安舒美的“四好农村路”纵横交错，
如毛细血管般将城乡紧密连接起来。

肃宁县地处京、津、石金三角位置，京
九、朔黄两条铁路和大广、沧保两条高速
分别在肃宁交叉过境，形成独特的“双黄
金十字”，交通区位优势明显。截至目前，
肃宁县农村公路总里程达 789.119公里，
县域内形成了“干支相连、通村达户”的路
网格局。“四好农村路”真正成为农村经济
发展、农民致富的必经之路。2018年，该
县被评为“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县；2020
年，被确定为全国深化农村公路养护体制
改革试点县；2021年，被评为“四好农村
路”全国示范县。

完善路网体系构建交通新格局

为全面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提

高肃宁县“四好农村路”建设起点和水平，
实现农村公路微循环与交通“主动脉”有
机融合，该县全新规划路网整体布局，努
力构建对外高效便捷、城乡紧密联系、园
区连接畅通、服务能力充分的大交通路网
格局。

该县坚持高标准建设。近年来，开工
建设的乡道达到路域宽 21 米、路面宽 8
米，村道达到路域宽10米、路面宽5米，使
肃宁农村公路由窄变宽、由通变畅，通达
深度、广度进一步提高，有效改善了农村
居民出行环境。同时，逐年加大农村公路
建设配套资金投入力度，使肃宁农村公路
事业步入投入力度最大、发展速度最快、
变化最明显的黄金发展期。

该县创造性提出并试行“以树养路”
新模式，通过县政府出资为主，乡镇政府
自筹部分资金为辅的方式对乡村公路两
侧土地实行租赁，坚持“谁出资、谁种植、
谁养护、谁受益”的原则，选择有资质、有
实力的企业或个人对公路两侧进行绿化，
栽植景观效果好、经济价值高的树种，路
树种植的收益由其支配用于该路段的日
常养护，从而实现“以树养路”的目的。

目前，肃宁县境内所有县道、乡道基
本实现了“一路、两沟、四行树”的绿化养

护模式，农村公路景观效果进一步提升，
打造了一条条生态路、景观路、园林路。

提升运营水平带动产业兴旺

“四好农村路”一头连着老乡，一头连
着致富希望。有了路，老乡们进城就业、返
乡创业更便捷，人回乡、钱回流、企回迁的

“归雁经济”也热了起来。一条条路就像一
条条金丝银线，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
着客户，把乡村特色产品与全国市场紧紧
连在一起，打开了一扇奔小康的大门。

肃宁县围绕“三个一体化”，切实提升
农村公路运营服务水平。一是城乡公交
一体化。在全省率先实现了“城区、开发
区、尚村镇”同城化公交运营，使乡镇及开
发区群众、客商享受和市民一样的公共服
务；在全省率先实现了京津冀一卡通公交
卡的使用；在全省率先整合全县域的公交
线路资源，为肃宁创建“全域为民公交”打
下坚实基础。完善的农村公路网与便捷
发达的公交班线，使广大农民“出门水泥
路、抬脚上公交”的梦想得以实现，群众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大幅提升。二是城乡环
卫一体化。通过购买服务，每年投入3200
万元实施城乡环卫一体化，实现了连村道
路与村内街道人工加机械化清扫，有效提

升了村容村貌。三是城乡物流一体化。
依托农村公路网，发展现代物流业，有效
带动了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将皮草产
品、针织内衣、鱼竿渔具、民族乐器等特色
产品搬上云端，建设了一批“淘宝村”“淘
宝镇”。近年来，肃宁县先后获评“电子商
务促进乡村振兴十佳案例”“全国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数字乡村试
点”。2020年 9月，第八届中国淘宝村高
峰论坛在肃宁成功举办，在全国率先实现
县域“淘宝镇”全覆盖。

凭借发达的乡村交通网络，肃宁县大
力发展农业观光旅游和工业旅游，成功打
造了华斯国际裘皮产业园、状元湖公园、
乐海民族乐器博物馆、120师抗战指挥部
等旅游景点，成为该市经济增长新动力。
同时，大力推进全县现代农业发展，先后
被认定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和“国家
设施蔬菜标准化示范区”，生产的蔬菜日
均供应北京达 1800吨，肃宁县已成为京
津最大的农副产品供应基地之一。

随着农村交通环境的改善，为肃宁特
色产业兴旺、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新鲜血
液。下一步，肃宁县将全力打造安全路、便
民路、产业路、致富路、幸福路，让广大群众
充分共享农村公路大发展释放的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