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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挎上行囊，
信步走出城市，
行走在
公路上，很少人会对脚下的路面有所
感触。但是作为一名
“公路人”
却深刻
的知道，
每一寸路面，
都是在精心呵护
下造就的。保证路面的安全畅通，是
他们不懈的追求。2017 年，德安分局
全局干部职工在市局党政工的正确领
导下，在县委、县政府的关心支持下，
围绕发展公路交通事业，
努力构建畅、
安、舒、美、优的公路服务环境和办公
环境，全局职工同心同德，团结拼搏，
脚踏实地开展各项工作。

4.

紧把工程建设质量关

铺设幸福之路

1.

刘卫东局长（右一）在检查工作。

□ 余国保 浔阳晚报记者 高明磊 文/摄

加大养护力度 好路率达 90.4%

“行路容易，
护路难”
是不少公路人的共
识，
如何保证路面的平稳安全，
是德安分局长
期以来的工作重点。2017年，
全局上下齐抓
共管，
加大养护力度，
使得该局管养公路好路
率达90.4%。
分局对桥梁的养护管理工作更加重视，
突出以国、
省干线为重点，
每座设置桥梁养护
员责任牌。对养护股室新增专职桥梁管理员，
严格遵守桥梁管理十项管理制度并落实，
进行
月度、
季度巡查，
并建立巡查台账。2017年汛
期，
受强降雨影响，
造成管养路段路基、
边坡等

多处出现了较大水毁。分局在第一时间启动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组织抢险突击队员和机械
设施赶赴塌方现场，
排除隐患，
并及时进行土
方卸载。截止2017年11月，
德安公路分局投
入养护经费380万元、
共完成日常小修保养护
累计修补路面2015平方米。
2017 年，德安公路分局的工作成果也
得到了合力彰显，在 2017 年第二次全省普
通公路国省道日常养护督查考核中，
德安公
路分局由原来（2017 年第一次全省公路养
护检查）排列第73 位上升到排列第 28位。

2.

强化路政管理 改善路域环境状况

3.

办公楼院打造亮点纷呈

管理规划，依法行政是路政管理工作
重要内容，为实现这一内容，德安公路分局
把管理目标责任到人，并按照要求完成辖
区内路域环境整治调查摸底工作后积极开
展综合整治行动，以治理“乱建、乱占、乱
堆、乱放”为主要内容，全面改善公路路域
环境状况，不断提升公路管理和综合服务
能力。
治理公路超限运输是一项长期而重要
的工作，分局根据“依法严管、标本兼治、立
足源头、长效治理”的总体要求，积极到厂

近年来，德安公路分局办公楼也曾几
易搬迁。2017 年春，经市局、分局主要领导
积极沟通，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大力支持，
各部门通力协作，分局的“家”又重新落实
到县工业园管委会大楼。于 7 月 28 日迁
入，正式进入正常办公状态。此时的办公
大楼已旧貌变新颜，办公环境有“质”的飞
跃。努力把办公楼打造成政治文化、廉政
文化、公路文化、德安文化等新亮点。分局
为创建学习型、服务型机关（创办了职工书
屋），不断提高干部职工的政治理论及业务
水平。不断完善政治、廉政学习制度，全面
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
后院新建的篮球运动场给工余时间的
职工们有了运动健身锻炼的好去处。整治
前，
前院乱停乱放严重、
场地利用率低，
后院

矿企业进行宣传；为进一步把“放管服”改
革 推 向 纵 深 ，德 安 公 路 分 局 路 政 大 队 自
2017 年 6 月 1 日起，停止了对公路路产损失
赔偿的收费，同时为确保路产路权不受侵
害，推进路产损坏实物赔偿和修复质量，修
复完成后，由分局的路政、养护、纪检组成
的联合验收小组，负责对路产损坏修复质
量进行验收，确保程序到位、责任到位、监
管到位。
截止 11 月，投入养护经费 380 万元、共
完成日常小修保养护累计修补路面 2015 平

荒草丛生、堆满垃圾杂物；
整治后，
增加了绿
化面积，并且前院重新规划，绿化面积 840
平方米，
场地硬化面积 1300 平方米，
拥有标
准停车位 36 个，
后院拥有标准停车位 13 个、
标准化篮球场一座、标准化羽毛球场一座、
标准化乒乓球一座及配套健身设施，
共计投
入 80 余万元。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有序施
工，
分局前后院已经焕然一新。
“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分局
用规章制度管理人。进入办公楼处安装了
手模指纹开启玻璃电动门，禁止闲杂人员
入内，用科技手段强化了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工作。分局会议室、过道等都镶嵌着党
建园地、廉政及安全专栏、廉洁自律警语、
规范用语、节能锦句等，各股室墙上悬挂着
岗位职责、工作职责等。各类业务资料整

分局路政人员在清理违章建筑

方米；水泥路面沥青胶灌缝 254921 米，清理
疏通涵洞 1755 道，修复涵洞口 3 道，整修路
肩 181815 平方米，
清理边沟 360439 米，
清理
塌方约 4000 立方米，
人工砍边坡草 1748117
平方米，
机械割路肩草 4997455 平方米，
路树
整枝 11886 棵，
路树刷白 30652 棵，
清扫路面
7749 公里，新购置公里桩 44 个，百米桩 450
个，
新埋置道口警示柱 85 根，
修复波形护栏
226 米，修建路基挡土墙 506.68 立方米，修
复石砌边沟 225 米。并做好了普通公路管
养事项权理顺（移交接）工作。

新建的篮球场一角
齐，规范规档。大型液晶屏幕连续滚动播
出政治文化、廉政文化专栏、工作目标以及
公路新闻稿件、路况信息等。大门醒目位
置的“三整三查一促进意见箱”，广泛接受
群众的合理化意见和建议。可以看出：该
局政治清明、作风民主、领导担当、职工实
干。让人们理性感知到公路部门高效快捷
的工作状态和爱岗敬业的工作氛围。

2017年，
分局工程建设工作始终围绕以
质量、安全为重点工作思路，
牢固树立质量、
安全重于泰山的意识。各项工程实行包工不
包料的做法，
要确保设计要求、
对于基层强度
达不到要求的一定要进行处理，
不向偷工减
料要利润、向管理节约要效益、选好施工队
伍、对常在单位做信誉度好、经济实力强、技
术过硬的队伍采取邀标定合理价方式进行、
把做事不踏实又没有经济优势、
技术优势的
队伍列入黑名单。
分局承建婺桃线（武宁段）二级公路改造
围绕市局要求打造标准化路段，
合理安排，
科
学施工，
在全市公路系统工程管理工作的评
比中荣获
“先进单位”
的称号。备受德安人民
关注的德白线大西门至乌石门路段大中修工
程项目，2017 年 12 月 8 日正式启动施工作
业。此项工程被德安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县主要领导等多次在工程现场调研督导。该
工程项目为期2个月，
采用全封闭式施工，
所
有大小车辆绕行迎宾大道（网络媒体已作相
关宣传）。施工路段计 5.6 公里，
分层铺筑水
稳层共计30厘米，
浇筑砼面层26厘米。由赣
北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中标（德安项目经理部）
负责实施，
目前，
该工程破碎面板、
水稳基层、
水泥面板以及圆管涵构造物的工程建设正稳
步推进。分局举全局之力，
全方位为工程服
务，
撸起袖子大干 60 天，
确保在春节前夕全
面完成德安县乌石门路段大中修工程，
为县
域经济、
民生发展、
交通环境作出新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