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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屯単位 声ホ右交通近輸斤
等級 特急 ・ 明屯 卑交明屯 〔2020〕 76号

声奈省交通送輸庁美子深人貫初落実全国寺題
会洪精神 孤実秋冬季道路送輸安全生声重点
工作 貌深推逆道路送輸安全青項整治三年
行功的緊急通知
各地象以上市交ミ近輸局 ,省 道路近輸事券中′
む,省 交週集困,省 Iit
路遅輸llT会 、省城市公共交通llT会 、省危隆貨物近輸協会

:

2020年 9月 25日 ,交 ミ近愉部俎須召汗 了 深刻汲取

̀9・

28'

特月1重 大道路交通事故教ツ1堅 決有力机好道路近輸安全生庁工作"屯
祝屯活会洪 ,文 1小 明副部長作寺題沸活部署。力深入貫御落実会洪精
神,結 合我省道路近輸安全 二年整治寺項行功的呪定工作推逃部署

共

15更

,

現対微好我省 2020年 秋冬季道路近輸安全生声重点工作提 出以下要
求,清 汰真俎鉄,迅 速借迷貫御落実。
一、提高政治靖位 ,堅 決有力狐安全、保底銭
会決指出,2019年 9月 28日 ,河 南籍♯法菅近大客年 ,八 浙江
第米村杯 区襲往安徽阜 rEl皓 泉去 ,行 襲至K深 高速江沐元錫段叶,キ
輌左前総瀑胎 ,失 控越辻中央隔高ナ桂后 ,均 対 向一輌正常行襲的大
貨キ祉撞 ,造 成 36人 死亡、36人 受物,立 接経済板失 7100余 万元的
重大交ミ事故,事 故炎理中,河 南国立旅落汽キ客近公 司法人王国オ1、
肇事客率実隔キ主謝勇以及日立公司相美安全管理人員、力大客キ接
送旅客的私家キ主、二手キ交易人員等 14名 企立人員被釆取刑事張十1
1市 交通退輸局局K程 政、第米市交通近輸局副局K王 光善、
措施;邦 州

阜FEl市 交邁近輸局副局K王 ■等 45名 公取人員被芦粛迫責 同責;邦 州
市交週近輸局,第 米市村析 区政府 、第米市交通逐輸局 ,阜 IEl市 1臨 泉
去IFk府 、阜IEl市 交通近輸局等 15企 単位被要求作出深刻栓査。咳事故
影詢十分 思劣、教)1板 其深刻,不 使分人 民生命財声安全造成 了重大
板失,也 暴露出道路近輸安全監管中存在的役多同題和短板 。
会洪要求,各 地各単位要切実深刻汲取事故教)￨,本 一反 三,避
ζギ泥張凋 人 的生命足最宝貴
一歩提高政治堵位 ,深 刻頷会 刀近平′
的,生 命 只有一次,失 去不会再来。在保 十人民生命安全面前,我 ↑]
必須不惜一切代合 ,我 イ]也 能杉微到不惜一切代介 。力 了保十人民生
￨む
命安全 ,我 佃什 久都可以裕得 出来"的 精神,清 醒汰沢仝 仝意倣好
￨む
道路近愉安全生声工作 ,足 道路近輸行立践行 以人民力中 的友晨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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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根本要求。対安全生声必須警仲K鳴 、常孤不憮。要系統研非1麦
情防控 常恣化下道路近輸安全生声形 勢的新変化,孤 准主要矛盾,深
修同題根源,我 准症劣 ,対 症施策,精 准治理 ,用 併勁 、猥助 、初勁
去守ナ人 民生命財声安全 ,去 筑牢鉄密安全生声的防火培和隔高図

,

堅決4tll重 特人事故友生,■ 人 民群A出 行更安全 、更舒,い 、更放lさ 。
二、高度重視 ,清 醒決惧行並面皓的戸峻形勢与主要 in3題
会洪指出,当 前道路退輸行並安全生声形 勢併然十分芦唆,♯ 法
ilt法 菅近 、侵 害旅客合法収益的同題依然♯常突出;芦

重暴露出部分

企立安全生声主体責任未有残落実、賀襲員教育培)1不 Fll位 、行並安
全監管工作不声 、不実、不如,対 日題聰患整治迩不同程度存在形式
主又, 汲取事故教ツ￨,挙 一反 三"成 了一句 口号,没 有真正落実到具
体工作 中等同題和不足。
(一

)行 上上昔存在的̲i̲4同 題

一是治理方式特交不至1位 。 先照后江"

IIE照

分高"改 革后 ,部

分地 区行立治理理念特交不到位 ,治 理方式不通泣当前管理需求,迩
存在慣性思象,コ 慣依掌行政4可 升展安全監管 ,重 斉可、経逍程監
管 ,重 事前、軽事中事后管理。迩存在惰性思想 , 等、拿、要"思 想
不同程度存在 ,没 有形成 休中有我、我中有休"的 管理格局。近存
在長准思想 ,没 有及叶研非1分 析打書ヨ
ト法菅込面皓的新形勢,対

江

照分高"改 革后可能存在的八隆次沢不足 ,ill至 1棘 手同題 ,一 些地方
管理部日往往統着砲、森着走 ,不 敢功真磁硬 ,責 任担当不修 。
二是 区域咲功仇法不至1位 。道路退輸是企升放性板高的市場 ,跨

‑3‑

区域咲功机法至美重要。但在現実工作中,4多 跨省込行 、昇地近菅
的キ輌K期 落高千監管え外。量然建立 了lll査 適扱制度 ,但 眼踪丈理
不及叶、不声格 ,芸 至有些地 区根本没有対ミ扱情況釆取丈理措施
口
力昇地♯法姪菅提供 了生存上壊。女

9・

,

28"事 故渉及 四省分 ,キ 輌

注冊地力河南,K期 在浙江、安徽両地♯法俎客近菅,近 行銭路途径
江赤,由 子四省分没有建立有数的咲功机tll,肇 事客キ及所属企止オ
能修K期 ♯法姪菅,不 供帯来重大安全 隠患,同 時也芦重千枕 了正常
的道路込輸市場秩序。
三足部 1llll同 監管不至1位 。道路退輸安全監管渉及多企部 11、 多
今飯域和多企不市,跨 部 1lllT同 監管足孤好安全生声的必然要求。但
ト法菅込的
ト法菅近速一日題 ,各 部 11対 ヨ
在具体 工作中,特 男1是 面対ヨ
企立、キ輌和賀襲貝的管理往往 自指11前 雪",芸 至推倭l■ 皮 ,源 共
監管不作力、慢作力,辻 程監管不担 当、稿敷行 ,准 以形成同不管理
口
工作合力。女
対

9・

28"肇 事企立和キ輌炎理辻程中,相 美部 11対 立

法逍規信 ′
息来回抄告,有 些部 11対 抄告内容祝面不几、畳若岡 iTl,甚
至元功子哀,没 有 31起 足修重祝 ,早 致部 11同 llT同 咲功 桂空悩",日 ト
法菅近脱管 、失管現象芦 重。
ト法菅近的重要支
息化手段足打書ヨ
四足科技手段泣用不到位 。信 ′
禅。信息化手段眼不上、用不好 ,打 苦1卜 法菅近就元八下手,元 所近
口
八。女

9・

28"事 故就暴露出交重近輸均市場監管 、公安等部 11信 息

共享併存在役多壁奎,対 市場上管部 11注 冊登通信息不備地、不瓢男1,
法菅近 ,升 晨道路近輸市場治理往往役被功。
ト
不主功作力打書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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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近行上同題依 旧

一是ヨ
法姐客点併然大量存在。汝州、募州等地役多公 司打着 芳
ト
券輸出"的 幌子,K期 カヨ
ト法辻法曽近客キ俎客,有 些高速公路牧費
ト法辻法菅逹客率在出入 口附近批客行力熟祝元賭,甚 至力其提
堵対ヨ
供便不￨。
二足対省膵包キ快乏有妓監管。部分省昧客込包キ亦理包牟牌后

,

K期 昇地よ事定銭客近盗菅立券 ,省 昧包キ客近林志牌各案信 ̀息 均実
昧近行状恣芦重不符。
三足 悪意班逹監管。通逍 し
ヒ対高速公劇 TCミ 行泥永和咲回咲控
系坑数据友現 ,多 輌客キ故意美同功恣監控冬端或屏蔽監控信号,キ
輌行襲軌述完整率不高,存 在悪意逃避監管的情況。
四足近輸安全 聰患突出。客率K叶 同、K距 高、昇地近行 ,4輌
安全tll栓 、第ナ保赤元法正常升晨 ,技 木状汎堪悦;賀 襲貝在天黒路
滑的情況下併 高速行襲,逹 紋作立存在芦重疲労賀襲聰患。
五是客近服券反量元法保江。客キ滑途批客、fFll客 現象普追 ,疫
情防控措施落実不到位 ,乗 キ不境肛舌L差 。安徽治州、江亦尤池服券
区併然存在客率司机勾結仮店 宰客行力 ,強 制旅客消費,ル 重侵害旅
客合法枚益。
以上ミ扱的同題員然主要友生在兄弟省市区,但 実昧都足行立ミ
病与頑症瘤疾 ,根 据今年貨逐舌L象 整治以及道路近輸安全咲合仇法行
功等友現的情汎,我 省部分地 区、単位亦不同程度存在美似 同題 ,尤
其部分基晨管理部 11監 管力量不足 ,疲 千泣付,快 乏系銃性思考和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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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甚 至 不尽管 、不会管";部 分企立的菅近年輌功恣監管主体責任
依然落在気上、桂在培上,事 中未能及叶炎畳,事 后没有形成同不。
三、克服松慨 ,全 力倣好秋冬季安全生声工作
各地要深亥
1汰 沢至
1,当 前我国疫情防控向好恣勢逃一歩汎固,但
仝球疫情併在痒虐 , タ
防輸入 、内防反弾"形 勢依 然隻染、圧力併然
ト
嘴 孤好常恣化疫情防控 ,現 固好来
役大。各地必須亀不放松 、慎冬女
え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据有美寺家預淑￨,秋 冬季市足 防止疫情反弾
的重点叶段,同 時也足各 炎安全事故的易友期 、多友期 ,足 保障仝年
道路近輸安全生声形勢樵定向好的美鍵叶期。各地要在銃箸微好常恣
張道路込輸安全監管 ,孤 如孤実
化疫情防控的同時,4要 仝力 以たカロ
各項安全生声工作 ,碗 保道路近輸市場安全平稔有序 。
(一 )突 山一企 芦"字 ,杯仁美掟 夕数与美掟ス 市

一是仝面推逃落実安全考核tll度 。道路近愉企立主要負責人足企
並安全生声的飯早者和決策者 ,安 全管理人員足企立安全生声的仇行
者和操作者。遼両炎人員足企立落実安全生声主体責任的美鍵所在。
各地要根据 《安全考核管理亦法》 以及尋交近函 〔2020〕 607号 文件
等部署要求,光 一歩完善考核所需的軟硬件条件 ,合 理制定考核十支1,
張培)1教 育,依 礼 卑考近安"
秋板有序推逃考核工作。要弓1早 企立カロ
等宣教平合升晨寺項学 コ均模似鰊 刀,切 実提高両炎美鍵人員安全管
張均省入社部 11的 llT凋 ,指 早 尋考退安"
理水平。同時,省 斤格カロ
快tll定 我省両炎美錠人 員的省象培)1深 程林准,升 友相美功能
平台カロ
実現均省培切1合 格iIギ 管理信 ̀息 系銃的咲 回共享,千 2020年 12月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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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対哲未通辻国家安全考核的西炎美鍵人員,特 別足 丙客一危"企 立

,

俎須升亦省象培〕1寺 班 ,提 供免費培ツ￨,井 対培)1合 格人員友放省象
IIEギ

,建 立 国家考核力主、省須培)￨力 輔"的 両炎美鍵人員双晨培

)1考 核体系,力 我省両炎美錠人員満足 《安全生声法》的要求,具 各

有本単位所八事的生声盗菅活功相泣的安全生声知沢和管理能力 ,提
供科学規疱坪介均栓査考核依据。
二是持え以恒カロ
張道路客近功恣監管。第一要孤好事前 芦管"。
張 800公 里以上K途 客近班銭管控
接照新 修 規》要求,逃 一歩カロ

,

張凩隆坪借 ,友 班存在事故ヌ隆聰患的,要 及叶多
カロ
1正 解決。K途 客
近班銭ヌ 隆坪借工作 ,由 作出4可 的地象 以上市交垣近輸主管部 11俎
象升晨 ,可 重せ殉采服券等方式委托第二方寺立机杓実施,安 全ヌ 隆
坪借主要包合但不局限以下内容:接 駁近輸方条;率 輌安全技木 、賀
襲人 員配各 、近菅銭路逃捧及安全監管方案;近 3年 的道路客近安全
生声 、減信坪介情汎;泣 急保障萩案。対千ヌ 隆坪借未範ミユ銭路姪
菅期限届満的,原 只1上 不再延紋。第二要孤好事中 芦査"。 秋板泣用
人 防、物防和技防手段,カ ロ
張近愉載程監管。要充分友拝省象包率客
息系銃功能,及 叶向部省共享省昧包キ客近各条信 l息 ,結 合
退管理信 ′
重点キ輌功恣監控数据科学升晨大数据分析研非1,堅 決邁免旅済包牟

K叶 同在昇地 巡済式" 放羊式"盗 菅。斤机法部11会 同省道路近愉
事券中̀む ,尽 快俎須升晨銭上を題培)￨,指 早仝省交適近輸机法人員
ミせ掏描省昧包 キ客退林恙牌 二第巧 、登永互咲回道路近輸便 民IFk券
月
民券系銃等方式,依 法査丈未持有妓包キ客近林志牌盗菅、未接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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キ客退林恙牌載明事項退行等逍法行力,第 夕市場秩序 。第二要孤好
息系銃
張客近年輌♯近菅叶段的管理,完 善省込IFk信 ′
事后 芦炎"。 カロ
均重点率柄功恣監管平合的立券週輯同不 ,完 善対扱停等重点牟柄的
立券嵌定和預警 ,ル 防炊立人 員在率輌扱停期同尚私 自招批客近立券
it法 盗菅等行力。要か張有美客近月
罠券図絡平合的監督管理,依 法芦

粛査交接入元合法姿皮姿格的企立、キ輌和賀襲貝♯法盗菅的行力。
(二 )立 足一企

如"字 ,全 力杯好聰恙排査整治

一足在防疱化解ヌ隆上実現精如化,深 入把握秋冬季市道路近輸
R源 、不境 、路径和影噛因素,重 辻建立完善安全ヌ
安全八隆声生的オ

隆研井1、 井沢、坪借 、管控机tll,強 化ヌ隆的科学監双1和 精准管控

,

不能性凩隆演化成聰恙,更 不能性聰患行交成事故。
二是在隠恙‖}査 整治上実現精如化,lT緊 事故暴露同題和薄弱不
査 ,建 立同題隠患和十1度 措施 両
市,深 入升晨系銃性 、仝覆蓋地調卜
企清単",釆 取針対性措施逐項整茨硝号,切 実倣到ヌ隆隠患几底、同
題整治初底、責任落実到底 、近行管控筑底 ,形 成隠患羽F査 、通永、
整茨、対雌硝号的同不管理机十1,碗 保隠患友現一人、整茨一人、消
除一人。
三足在賀襲力 む理生理健康方面実現精如化,健 仝賀̲7t貝 関前状
恣坪借制度 ,及 叶俎鉄升晨取立健康栓査 、賀襲通宜性淑1拭 、1心 理圧
力淑1拭 ,カ ロ張賀襲貝駅立病防サ。 両客 一危"企 立泣接照卑交近函
む淡活lll度 均例
〔2020〕 607号 文件要求,芦 格仇行賀襲貝上 蘭前淡′
張 聞前
行健康 申扱制度 ,カ ロ
・T嘱 、警示提 醒和状恣碗汰 ,芦 禁生理￨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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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条件不通的人 員上 蘭。完善給値羽F班 和張tll休 ̀息 tll度 ,逹 免賀襲員
起 負荷工作早致疲芳賀襲 、生物仲秦乱。要改善八立不境 ,提 高賀襲
ヨ属感。
貝駅立茉誉感和行立リ
(二

)衆 焦一企 実"字 ,躊 町突出同題与薄蒻琢市

一足持え 以恒提升菅逐率輌本反安全水平。各地第一要孤実卒柄
准入管理 ,芦 格落実キ柄迷林管理tll度 ,IIn辻 需求端引飯供分端、市
場端 31頷 声 品端 ,推 功汽年生声企並カロ
大研友投入 ,提 升声品反量

,

提高年輌主功、被功安全性能。第二要孤美新率核査 ,カ ロ
快推片使用
道路近輸キ輌迷林核査系統,提 高核査反量和工作残率,対 千実キ参
数配畳不符合林准 、均公告参数不一致的,不 得亦理道路近輸姪菅手
数。第二要孤実在用牟輌管理 ,指 早逐輸企立合理使用キ柄 ,結 合キ
輌使用張度 、近行不境等情況,科 学合理tll定 第十十支1,及 叶升晨性
能栓淑1,硫 保キ輌技木状況 良好 。第四要及吋扱疲洵汰老 1曰 客キ,カ ロ
快淘汰扱疲 57座 以上大客キ及 臣
備客キ,各 市立結合我省実施新客
卜
規、鼓励キ輌小型化等要求,督 促企立依托省近政系銃企立服券平台
相美功能,子 11月 底前tll定 具体更新洵汰路銭困井予以扱各 ,対 挽保
淘汰前的キ輌技木状況 良好作出牟面承透 ,井 カロ
張推逃落実工作等事
中事后監管。
二是突出重′
点重拳打書♯法逍法径菅行力。各地第一要接照尋交
近 函 〔2020〕 494号 的部署 ,会 同友茨、公安 、市場監管等部日,俎
成咲合栓査幻 ,重 ′
点対K途 客キ中途就容 、休 ̀息 場所変菅姿反 、消防
安全条件和介格行力定期升晨監督栓査 ,ル 房打書宰客等辻法犯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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ト法
力。第二要咲合工信 、公安等部 11,深 入落実 《声末省升晨貨キヨ
茨装寺項整治工作実施方条》(与 工信装各 函 〔2020〕 791号 )等 部署

,

対危貨近愉率、 自卸キ、半桂率、経型載貨汽年、混凝上抗伴込輸キ
張整治打苦,芦 房打苦 大咄小林" 百
等 5炎 重点貨キ"♯ 法 茨装カロ
ut王 "及 倒美合格江等逹法逍規行力 ,双汗 査炎取締逍法逍規生声企

立、第修企立、貨近企立、栓詮机杓和♯法 茨装 黒寓̀点 ",依 法追究
相美逹法走規企立和人員的法律責任 ,健 仝和完善貨年生声茨装監管
机制。
三足什対薄弱不市カロ
張lll同 監管 。各地要接照国家和省安全生声
寺項整治三年行功等工作部署 ,榮 焦姪菅主体 、近輸卒柄和八立人 員
快建立道路返輸安全lll同 監管机tll,完
等美鍵 要素,会 同相美部 11カ ロ
点完善 四企机十1":
善 各負其責、芥孤共管 、宗合治理"的 格局 ,重 ′
第一要完善姪菅主体江照管理机制。通辻共享登泥数据,対 取得菅立
抗照后 6今 月内未亦理道路近輸盗菅4可 的,要 及叶反伏 至同象市場
監管部 11依 法炎理;対 未取得道路逐輸埜菅丼可檀 自八事道路近輸姪
菅活動的,要 依法がo平 丈理。第二要完善返輸キ輌管理街接机tll。 会
同相美部 11尽 快定 立道路近輸キ輌菅近斎可和注冊登泥管理行接机
息共享机十1。 要会
十1,晩 保率輌使用性皮一致。第二要完善部 11同 信 ′
息共
同有美部 11,llp通 近輸企立、近輸率輌 、八立人員和立券管理信 ′
享渠道 ,仝 面実現信 ̀息 咲国査洵。第四要完善鰊合治理机キ￨。 か快推
張
功建 立多部 11共 同参均、休凋配合 、近紫高妓的仇法協作机十1,カ ロ
対♯法菅近卒輌 、昇地変菅客牟和危貨近輸キ柄的重点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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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躊十一企 深"字 ,不 断提升行止管理現代治理台
ヒカ

ー足提升重点牟柄智能監控均主功安全 防疱能力。各地第一要根
据 《声末省交週近輸斤美子城市公共汽屯キ和 両客 一危"キ 輌安装
使用者能祝頻監控扱警装置情況的iln扱 》(尋 退便 函 〔2020〕 143号
イ

)

公布的情況,逃 一歩カロ
張咳項工作督早,特 男1是 工作逃度較慢的地市

,

ェ作汁支1,碗 保 11月 底前実現智能祝頻監
泣尽快釆取有残措施 ,frll羽 ト
控扱警装置在仝省城市公共汽屯率和 丙客一危"率 輌的仝覆蓋安装
泣用。第二要指早企立自行或会同相美行並llT会 ,秋 板升晨 均第二方
寺立化安全技木服券机胸的合作 ,深 化智能祝叛監複数据分析泣用 均
工星功恣監控等数据的劣合 ,建 立八年輌停放 、虐功、返行 、装卸載
和司机賀吹行力、キ輌行襲行力的仝主体 、仝従条 、仝流程功恣監淑
￨

机制,切 央友拝智能祝叛監控扱警装置的主功安全萩警 防疱等作用。
特力1足 中小込輸企立,泣 接照国家道路近輸安全寺項整治三年行功(安
委 〔2020〕 3号 )等 要求,主 要釆取委托 (殉 采 )服 券等方式,切 実
消除信 ′
息化投入不足 、智能監淑1水 平不高等安全 聰患同題 ,不 断提升
企立主功安全ヌ隆管控均事故萩防能力,更 好落実企並安全主体責任。
二足持紋提升危貨近輸安全監性能力。第一,在 2020年 底前,由
省道路近輸事弁中,こ 牽共完成危陸道路貨物近愉安全監管系銃省象エ
程建浚 ,実 現均全国屯子近単監管子系銃的対接共享,提 升対在我省
盗菅的外省籍危近年輌的提前預警均有赦監管 。第二,在 省泣急部 11
的銃等̲411鉄 下,カ ロ
快建成危退等重点キ輌監控萩警融合平合,強 化対
返輸仝程仝周期的監管。第二,各 地要孤好 《危隆貨物道路近愉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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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危隆貨物托近 、承近等不市的安全管理。接要
管理亦法》落実,カ ロ
張均泣急等部 11的 lll同 ,以
息咲同等工作 ,カ ロ
求倣好属地屯子近単信 ′
逐単監管系銃均装貨人査詮系銃数据対接力孤手,強 化托近 、承込 、
声
装卸、キ輌近行等危隆貨物道路込輸仝従条安全監管。第四,接 照 《
末省交週近輸斤美子逃 一歩落実危隆貨物道路近輸頷域羽}査 工作的ミ
知》(尋 近便 函 〔2020〕 99号 )要 求,日 統 人 、キ、路 、貨、企"
等美鍵要素,集 中羽}査 整治危隆化学品道路退輸キ輌 桂掌盗菅"、 キ
輌不符合国家規定上路近行等同題,督 促指早企立及 叶清理キ輌枚属
美系,及 叶完成格区内羽}査 清理等工作。
三是杓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行立班代治理体系。第一,充 分友
拝省危隆貨物込輸協会 (以 下筒称 省危込llM会 ")的 作用 ,榮 集仝省
危近行立技木力量和企立寺立力量,俎 建仝省危近行立寺家庫和危込
泣急救援臥伍 ,研 究瑞制仝省危近泣急救援預案和危近事故泣急炎畳
指南,力 危近事故的泣急炎畳提供寺立規苑的工作指 31。 第二,委 托
省危返lll会 牽夫起草 《片末省危隆貨物道路近輸安全管理亦法》 以及
仝省危近行立統一的行政4可 、キ輌年常和安全生声宗合栓査等林准
規苑,端 tll仝 省危返行立監淑1机 十1、 指林体系,定 期友布相美友晨扱
告,推 功引早行立安全高反量友展。第二,各 地要会同当地泣急管理
部 11,研 究俎建寺並的危近事故泣急救援力量,咲 合升晨危近事故泣
急炎畳演妹,提 升危近庄急救援能力均水平。各地要督促危近企立建
立完善企立 内部泣急流程 ,培 赤泣急丈畳寺立仄伍 ,或 均寺立化泣急
快
救援机杓深化合作 ,切 実提升泣急救援均事故丈畳能力。第四,カ 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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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

行並 自治 自律 ,省 危邁協会泣在各象交通逐輸主管部 11的 指早下,主
張均仝省道路危近企並的洵週 ,接 照自尽原只1カ ロ
功カロ
快友晨充実会長
単位 ,更 好地江̀こ 行並意几和建洪 ,反 映行 立呼声均訴求,促 逃行立
交流均融合等;有 条件的地市可参照成立市象危近行立姐鉄,建 立完
善均省危近llT会 的咲系協同机tll,共 同促逃行立規模化、集釣化、咲
盟化友展。
四足探索升晨道路近輸安全寺項常十。省斤委托省危近lll会 俎鉄
寺班,千 2020年 国人市后逃駐茂名市,逃 捧 10家 道路危逐企立拭′
点
升晨安全生声工作寺項常十 ,接 照 八根本上消除事故隠患"的 恙原
ス1,深 入剖析我省危近行並安全生声現状均同題 ,結 合交ミ近輸部 IF
格 出合的危隆化学品道路近愉桂拿近菅清理方茉等具体部署 ,科 学如
化解決措施 ,強 化精准施策 ,探 索八本反上仝面提升行立安全水平。
恙結拭 点申十姪詮 ,培 ツ1完 善常十仄伍 ,こ 辻服券殉采等方式,千 2021
年 3月 起 ,対 仝省危近企立升晨安全生声工作寺項常十,力 争子 2021
年 9月 底前仝面完成。2021年 10月 起 ,在 道路客近行立逐歩升展

,

力争予 2022年 9月 底前,仝 面完成 両客一危"企 立安全生声工作寺
項常十,力 道路逐輸行立安全生声寺項整治三年行功姓lll牧 官莫定 良
好基拙。
四、完善信息報送机制,オ し
実牙展各項工作
各市交重近輸主管部 11泣 依托 己没立的工作寺班,安 羽}寺 人負責

,

及叶向省斤涯̀悠 扱送以下工作逃晨情汎

:

一足子 2020年 10月 底前,扱 送本市道路危近集中羽}査 清理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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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落実明如情況 (省 斤立券対接人:芥 文,020‑83732230)。 二是子
2020年 11月 15日 前,技 送仝市 両客一危"企 立両炎美錠人員ミ逍

省象培)￨を 班的初歩十丸1(省 斤
国家安全考核 的情況,以 及姐鉄参カロ
立券対接人:巧 春平 ,020‑83732296)。 三足千 2020年 12月 底前

,

′一

査与八隆坪借情況,以 及
扱送本市 800公 里以上K途 客近班銭杭理羽卜
対友現存在事故凩隆隠患班銭的停班整改措施;扱 送本市 57座 以上大
備客率的更新淘汰十支1(省 斤 立券対接人:郡 立淡 ,020‑
客キ及 臣
卜
83732216)。

各地泣格本ill知 迅速印友侍迷至1轄 区各象主管部 11、 道路近輸企
立、堵場和八立人員,逃 一歩物通行立安全工作 最后一公里",完 善
仝省 一盤棋"工 作机tll。 本 一反 三,切 実格各項工作孤実孤如机到
位 ,碗 保我省道路近輸行立持紋安全漁定向好。工作中過至1同 趣清径
向斤反映。
咲系人:昧 光明,020‑83730800;文1成 ,020‑83730685
一
一

片末省交ミ退輸斤
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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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ノ日29

曰

抄送 :昧 良賢副省く 、任 小鉄 副秘 ギK,交 適近輸部安委が 、近輸
服券 司 ,省 安委赤 ,省 道安か ,斤 工 作寺班 ,斤 各分 片咲 系
栓査督早̲Z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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