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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区交通运输局吴江区交通运输局 吴江日报社联合主办吴江日报社联合主办
吴江
交通

2019年春运工作落下帷幕。全区交通运输系统工作人员
在春运期间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恪尽职守，确保广大旅客
平安顺畅出行，圆满完成了2019年度春运工作任务，向全区
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

全力保障运力充足
满足旅客多元化出行需求

为切实做好春运保障工作，全区交通运输系统各单位成
立了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春运工作领导小组，执行关键岗位
24小时值班制度和信息报告制度，确保通信联络和信息渠道
畅通。

安排专人负责春运统计工作，每天上午8:00前，将前一

天春运数据通过苏州春运及节假日运量系统报送至苏州市局
春运办，并按规定通过“江苏运政在线”系统报送城市客
运、城际客运信息。春运四十天未发生信息迟报、漏报和瞒
报的现象。

春运期间，交通各单位协调运输企业，科学预判春运期
间道路客运需求和流量流向变化，全力保障春运运力充足，
统筹安排组织正班运力1180辆、加班运力18辆、包车运力
211辆，充分保障了重点地区、重点时段旅客出行需求。
区交通运输管理处充分发挥巴士管家平台、自助售票机等
创新服务举措，通过网络购票、自助取票、在线退改签、
扫码乘车等渠道，切实方便旅客出行。同时，不断拓展定
制客运服务能力，投入大量定制客运车辆，为旅客提供

“门到门”“点到点”的个性化出行服务，满足旅客多元化
出行需求。

全力做好春运安全保障
消除隐患有效应对突发事件

春运期间，区交通运输管理处开展了“两客一危”、公
交、出租、维修、驾培、客货运场站等行业安全大检查，共
检查企业56家次，发现一般隐患17处，并责成企业立即整
改。同时，全力加强春运期间外地商借运力审核，共核查外
借运力56辆、人员74人。通过实时监控，对客运车辆GPS
日常运营轨迹进行比对，共抽检车辆4851辆次。

春运期间，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强化执法保障，共
开展早查4次，夜查2次，现场查处违章41起。针对盛泽城
区今年客流出行晚、客流密集的情况，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

大队适时加强执法力量，有力保障了我区春运道路运输市场
秩序。大队还联合公安部门出动485人次，查处超限超载车
辆15辆，卸驳载105.68吨；超限非现场立案11起。

在全区所辖水域，区地方海事部门共出动工作人员375
人次、海事艇车115艘车次、巡航总时长168.5小时、巡航总
里程3309公里、电子巡航56.8小时。区航道管理处共巡航38
次、出动166人次、巡航2685公里，共检查标志标牌320余
座次、航标80座次，每天不少于2次对航标进行遥测，确保
航标的正常率达100%。

此外，全区交通运输系统还通过加强与公安、城管、气
象及火车站等部门联系，进一步完善客流高峰期、雨雪雾霾
恶劣天气和重特大交通事故等各类运输应急预案，提前落实
应急保障；及时发布动态提醒，督促运输企业加强驾驶员安
全驾驶教育和培训，及时掌握气候变化和线路通行情况，完

善安全提醒制度等举措，有效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全
力为吴江春运做好安全保障。

“暖冬”人性化服务
让春运服务实现品质提升

据统计，春运40天，全区旅客运输行业共投入1409辆
各型客车，累计发送428950班次；累计运送旅客709.82万人
次，较2018年同期下降4.3%。其中，城乡公交运送旅客
685.38万人次，较2018年同期下降3.7%；客运班线累计运送
旅客 21.54 万人次 （一级客运站累计运送旅客 16.30 万人
次），较2018年同期下降19.9%。

据全区交通运输系统反馈，春运期间，全区旅客运输行

业发班正常，各级汽车客运站候车秩序良好，未发生乘客滞
留情况。受小型客车实行免费通行、高铁客运、轨道交通及
区内定制旅游公交专线开行的影响，班线客流较去年降幅明
显。中长途班线客流主要流向为苏北、安徽、上海等地。

作为旅客运输行业管理部门，春运期间，全区交通运输系
统积极开展“情满旅途”服务活动。通过进一步强化客运站和客
运企业服务意识，落实规范要求，保持站容站貌、车容车貌整
洁、卫生，做好餐饮热水供应等服务，为旅客提供温馨舒适的出
行环境。通过提供关爱帮扶、爱心母婴候车室等人性化服务设
施，加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服务，同时在购
票、安检、候车、乘车等环节落实军人依法优先服务举措。
同时，还积极调动青年志愿者积极性，以春运志愿者“暖冬
行动”为载体，开展引导咨询、秩序维护、重点帮扶、应急
救援等服务，为有困难旅客提供帮助，保障客运站客流有序。

在春运前期，区运输管理处及早谋
划，召开春运动员会议、开展春运安全大
检查，积极落实春运期间各项安全工作要
求，确保春运期间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安
全。

据统计，春运40天，全区旅客运输行
业共投入 1409 辆各型客车，累计发送
428950班次；累计运送旅客709.82万人
次。其中：城乡公交运送旅客685.38万人
次；客运班线累计运送旅客21.54万人次
（一级客运站累计运送旅客16.30万人次）。
春运期间，全区旅客运输行业发班正常，
各级汽车客运站候车秩序良好，未发生乘
客滞留情况。

同时，在春运期间，区运输管理处还
积极联合公安等部门，开展春运道路危险
货物运输企业安全大检查和专项春运安全
督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及时督促
企业整改，并要求其上交书面整改报告进
行归档。同时，按照要求，督促货运场站
做好春运期间的安全管理工作，在节日放
假期间，加强值班，防止发生偷盗火灾事
故的发生。

据区运输管理处统计，今年全区投入
春运工作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共有15
家，参加春运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267辆
（挂车34辆），驾驶员、押运员505人，车
辆、人员都持有有效驾驶证和从业资格
证，具备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资质。

为保障道路运输安全，春运期间，区
运输管理处及时通过QQ、微信工作群将气
象预警信息发送给企业，提醒企业注意防
范，督促企业实时监控车辆运行状态，确
保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在外的运输安全，春
运期间要求危货运输企业合理安排好运输
任务，及时办理车辆停运的报停手续，节
前共报停危货运输车辆109辆，并要求企
业做好值班值守工作，上报值班计划。

同时，区运输管理处还积极督促企业
加强对春运期间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动态
监控，严格控制驾驶员超速、疲劳驾驶、
凌晨2~5点行驶等违规行为发生，特别是
充分运用好已经安装好的车辆主动安防系
统，加强对车辆、驾驶员的实时监控，分
析报警信息，采取管控措施，消除安全隐
患，防止事故发生。

严格管理 实时监控

全力保障
客运货运运输安全

本报记者 高琛

春运期间，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
大队强化路政巡查和道路运输市场监
管力度，开展联合治超，严厉打击各
类违法行为，维护好道路运输市场秩
序，保障路畅人安。

今年年初正是低温、冰冻等灾害
天气频发时段，易引发重特大交通安
全事故。为此，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
大队制订应急预案，加强路政巡查，
按要求开展路政日查、夜查和步查工
作，重点针对桥下空间、路面破损、
非公路标志、公路垃圾等进行检查，
及时发现处置隐患，有效应对春运突
发事件及特殊情况，减少事件造成的
危害和影响，确保春运顺利完成。

在超限执法方面，执法人员严格
按照流程开展超限检测站定点联合执
法，并继续开展收费站联合治超，在
230省道吴江收费站实行24小时工作
制度。对于错时行驶、绕行逃避检查
等情况，以及超限运输形势严峻的路
段，不定期开展流动联合执法和有针
对性的专项治理。春运以来，区交通
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联合公安部门出动

485人次，查处超限超载车辆15辆，
卸驳载货物105.68吨；超限非现场立
案11起。

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继续加
强运输市场监管，特别是对“两客一
危”车辆的监管。大队参加了全市联
动的稽查活动，加大对客运包车和客
运班车的检查力度，对不按规定经营
的包车和不按站点停靠的班车进行
重点打击；并组织开展对危险品运
输车辆的专项检查。春运期间，共
开展早查 4次，夜查 2次，现场查
处违章41起，并针对盛泽城区今年
客流出行晚、客流密集的情况适时加
强执法力量，执法行动取得了明显的
效果，有力保障了吴江春运道路运输
市场秩序。

同时，大队还强化驻站监督管
理，客运站驻站办严格监督吴江汽车
客运站，包括严格执行车辆安全例检
制度，对进出站车辆实行谁检查、谁
签字、谁负责的制度，杜绝无安全例
检的客车出站；严把超员、超载出站
关，杜绝超员、超载车辆出站。

加大综合执法力度

维护道路运输市场秩序
本报记者 蔡铭越

在40天的春运中，区公路管理处
在严格贯彻落实上级有关春运安全工作
指示的同时，全面加强自查自纠，强化

“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全力做
好各项保畅通工作。

春运工作是交通行业一年一度的重
要工作，区公路管理处结合自身工作实
际，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及工作方案，成
立了春运工作领导小组，对春运工作进
行动员部署。按照“谁分管谁负责，谁
检查谁督办”的原则，成立了4个安全
督查组，深入管养一线开展检查督查，
并以多种形式开展春运安全宣传教育、
应急储备等准备工作，确保分工明确，
责任到人，保障了整个春运工作的有序
开展。

春运期间，区公路管理处下属各收
费站点利用与群众接触较多的优势，在

站点内专门开设服务点，提供指路、充
电等服务，大大方便了群众出行。同
时，各收费站结合实际，强化通行费征
收安全监管。通过人员培训、安全会
议、现场摸排等形式，全面加强了办公
楼、宿舍、配电房等重点部位的排查，
以及收费设施、计重设备等的检测。针
对可能出现的恶劣天气，做好了应急物
资、人员值班等准备工作，确保了春运
期间收费设施设备运转正常，收费现场
安全有序。春节期间合计免费放行7座
及以下小型客车159226辆，免收车辆
通行费2388390元。

春运前，区公路管理处组织公路养
护施工单位着重对国省干线公路、县道
进行全面排查公路病害，及时维修路面
沉降、坑洞、桥梁伸缩缝和桥面破损等
病害，并加强沿线设施管护，全力消除

道路病害对公路安全通行造成的影响。
春运期间，区公路管理处完成修复路面
坑塘80平方米、窨井盖58块、桥梁栏
杆7处、侧石14米等。

在各部门自查自纠的基础上，春运
期间，区公路管理处全面开展隐患排查
整改。春运开始前及春运期间，区公路
管理处领导带队检查督查8次，对管养
公路及桥梁运行，下属站点安全生产养
护保洁责任单位等的抢险机具物资配
备、值班人员准备、单位内保、用电用
气等各方面情况进行检查督查，确保隐
患的及时发现与整改。区公路管理处还
督促管道管养部门、路面施工单位做好
冬季安全检查防护工作，确保监管责任
的落实。春运期间，发现并整改完成隐
患3处。

在春运前，区公路管理处便提前部

署了应急处置工作，及时储备相应物
资、调整人员部署，随时准备对公路桥
梁、下穿通道、施工路段等进行抢险抢
修、清除路障、除雪铲冰等作业。为应
对冰雪恶劣天气，提前与交警、综合执
法大队、交管所等部门确定大桥扫雪除
冰保畅通责任分解表，落实扫雪除冰值
班人员。春运期间，吴江虽然受降雪影
响较小，但是降雨影响较大，为了确保
降雨期间应急工作的顺利开展，区公
路管理处相关工作人员及时制订方
案，调整人员部署，落实应急举措。
春运期间，成功处置国省道和县道道
路抢修、排除道路障碍等应急事项55
次。

春运期间，全区公路整体运行情况
良好，未出现重大险情，未发生因养护
不到位而出现的有责事故。

准备充分，管养到位

春运期间公路整体运行情况良好
本报记者 高琛

春运期间，水上交通安全形势稳定事关社会稳定和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区地方海事处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的方针，加强组织领导和安全宣传，开展节前检查
和现场监督，切实保障春运期间水上交通安全畅通。

区地方海事处专门成立了以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领导为
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及两所一点负责人为组员的春运和假日
旅游运输领导小组，加强对2019年春运和假日旅游运输工作的
指导，确保辖区水上春运组织工作顺利进行。平望海事所、震
泽海事所、夹浦桥执勤点分别设置了应急队伍，负责抢险、救
援等工作的具体实施。

春运前，辖区两所一点迅速组织开展节前水上交通安全大
检查，并结合当时各项安全检查工作加大隐患排查力度。对于
发现的安全隐患，海事部门要求相关单位及其负责人务必按照

“定时间、定措施、定人员”的原则，及时有效进行整改，督促
立即或限期整改到位。区地方海事处节前还组建了3个督察小
组到各所点辖区督查节前检查工作开展情况。

春运期间，海事各部门充分利用标语、群发短信、电子屏
幕、可变情报板、宣传单等宣传教育形式，共发放《告船员
书》200余份，利用短信平台群发春运安全信息短信1500多
条，切实做好水上交通安全宣传工作，进一步提高船户的水上
交通安全意识，为保障水上交通安全稳定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区地方海事处还根据春运期间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把
握关键、力求实效，有针对性地开展现场安全监管工作。

一是做好水上旅游风景区的安全保障工作。派出人员、艇
力做好同里罗星洲、东太湖等水上旅游风景区水域举办的迎
新春活动的安保工作，着重做好罗星洲水上旅游景区除夕敲
钟、初一烧香活动的水上安保工作。春节期间，吴江辖区罗
星洲景区、东太湖景区、同里湿地公园、震泽古镇景区等各
水上旅游风景区共安全运送游客63271人次，未发生安全责
任事故。

二是加强危险品船舶的安全监管力度。严格落实危险货物
申报核准制度，加大实船检查率，督促船岸双方落实危险货物
防污染检查制度，春节期间共完成危险品船舶进出港报港、危
险货物申报13艘次。此外，节前还对辖区水上加油站进行了全
面的安全检查，发现、排除安全隐患，确保水上加油作业安全。

三是加大对重点水域的动态监管力度。在太湖、京杭运河
等重点水域、干线航道，进一步落实常规巡航与电子巡航相结
合的立体巡航机制。春运期间，吴江海事各所点共出动工作人
员417人次、海事艇122艘车次，巡航总时长201小时，巡航
总里程3863公里，电子巡航58.8小时。

同时，春运期间，区地方海事处还加强值班和应急工作。
严格实行领导带班制和24小时值班制，明确带班领导，明确信

息报送要求，全体海事人员保证24小时全天候通讯畅通，确保
随时有足够人力艇力应对突发事件，春节期间共投入值班人员
400余人次。区地方海事处严格按照《苏州市水上交通安全应
急预案》《水路危险货物运输交通事故应急预案》《恶劣天气对
水路运输交通安全影响突发事件海事工作指南》《春运、春季安
全工作指南》等工作指南和应急预案，有针对性地提前落实具
体应急处置措施，并结合各地实际，完善各项工作指南和应急
预案；同时严格要求车、艇和人员随时待命，应急物资事先备
齐，保障春运期间的航道畅通和船舶航行安全。

春运结束也标志着新的一年海事工作正式启动，区地方海
事处仍将一如既往，以春运工作为契机，继续加强对违章船舶
的打击力度和对重点船舶的监管力度，进一步加强对重点水
域、重点航段监控能力，做到安全责任落实、监管前移、有备
防范，切实加大各类事故隐患的整改力度，确保吴江水上交通
安全、畅通、有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预防和综合治理两手抓

保障水上交通安全畅通
本报记者 蔡铭越

吴江境内航道具有里程长、等级
高、在建项目多等特点。春运期间，区

航道管理处积极将航道的安全保畅工作
与相结合，统筹谋划、精心安排，保障
春运期间航道的安全畅通，从领导机
制到位、应急机制到位、巡航检查
到位、设备保养到位、值班制度
到位等“五个到位”入手，全面
部署春运工作。

春运期间，区航道管理处
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
人，建立健全安全责任制，对
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做到早
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
决，将各种影响安全生产的隐患

消灭在萌芽状态，杜绝安全生产事
故的发生，确保春运安全生产形势

稳定。
同时，针对吴江境内航道特点，区

航道管理处紧紧围绕“安全、优质、及
时、畅通、有序”的总体要求，完善各
项应急措施，确保航道的安全畅通。航
政人员和执法车、船全天候处于待命状

态，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春运以来，区航道管理处在境内航

道巡航38次，出动166人次，巡航里程
2685公里，向在建工程施工人员和过往
船户进行安全宣传4次；增加对重要和险
要航段的巡检频次，严格执法，及时查
纠京杭运河、长湖申线、苏申外港线等
主要干线航道沿线轻微违法行为2起，及
时遏止了损害航道设施的行为，排除了
碍航隐患。同时，区航道管理处对全区
航标及指路、宣传牌逐个仔细检查和测
试，共检查标志标牌320余座次、航标
80座次，每天不少于2次对航标进行遥
测，保障航标的正常率达100%，保障
了过往船舶的安全航行。

2019年的春运已圆满画上了句号，
但这仅仅是全年安全工作的一个开头。
区航道管理处将继续绷紧“安全”之
弦，总结经验，强化管理，“严”字当
头，继续抓好当前各项工作，为航道事
业作出新的贡献。

春运期间落实“五个到位”

保障吴江境内航道安全畅通
本报记者 高琛

提交2019年 春 运 工作满意答卷
本报记者 高琛

航道工作人员检查航标航道工作人员检查航标。。

海事工作人员发放宣传资料海事工作人员发放宣传资料。。

执法人员查处流动加油车执法人员查处流动加油车。。

全区交通运输系统周密部署、恪尽职守

工作人员检查隔离栏设施工作人员检查隔离栏设施。。

工作人员对车辆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人员对车辆进行安全隐患排查。。

春运期间，公交车作为区内运输最主要的公
共交通工具，运输任务繁重，责任重大。

记者从吴江公交公司了解到，春运开始
前，吴江公交公司组织所有车辆驾驶员签订了
《春运安全责任保证书》，强化驾驶员的安全和
规范行车意识。同时，还安排工作人员进行全
面的安全隐患排查，包括车辆内安全设施设
备，各分公司及站场设备设施、充电站消防安
全等，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求立即整
改，确保所有车辆都能在春运期间保持正常运
营。在公交车运营过程中，相关部门也通过监
控系统，加强对所有公交线路的实时监控，便
于车辆调配及乘客疏导。

春运期间出现的恶劣天气给公交安全运营带
来了挑战，雨雪冰冻天气时，吴江公交公司加强
值班力量，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组织人员上路上
线，提前探明路面、桥面的通行情况，切实为广
大市民群众提供安全、舒适的公交出行环境。

春运期间客流量大，乘客遗失财物等“小插
曲”频频发生。1月30日，公交735路驾驶员周
红卫捡到一个皮包，内有现金8千多元和银行卡
数张；2月21日，公交756路驾驶员王利文捡到
女式拎包一个，内有现金1700元、身份证、银
行卡……经过驾驶员和车队的努力，遗失的财物
都回到了失主手中。据不完全统计，在春运期
间，吴江公交人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等义举不下
五十件，使得春运路途更加温暖人心。

把安全生产放首位

为乘客提供暖心服务
本报记者 蔡铭越

交通志愿者帮助旅客搬运行李交通志愿者帮助旅客搬运行李。。

交通志愿者为旅客倒水。

交通志愿者帮助旅客购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