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水市公路管理局衷心感谢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 阅读提示 】
路是文明之舟，发展之源，它既是传送物质文

明的载体，也是传播精神文明的渠道。路修到哪

里，文明便延伸到哪里。

近年来，广水市公路管理局紧紧围绕服务经济

发展，便捷群众出行，秉承公路建设、公路养护与路

政管理合力并进的发展理念，推进了公路事业的蓬

勃发展，为广水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便捷、优质、安

全、高效的公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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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

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

为全面反映我市社会各界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打造“汉襄肱

骨、神韵随州”，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为歌颂全市各条战线新业绩，

为多视角、多维度展示全市各级各部门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新成果新成就，随州

日报隆重推出“庆祝建党100周年•神韵随州100个发展样本”大型专题宣

传，今日刊发的是广水市公路管理局路政管理工作纪实，敬请读者关注。

大路如歌谱华章大路如歌谱华章
——广水市公路管理局路政管理工作纪实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王松 特约记者 余尚军 通讯员 聂发明 黄炼 实习生 冯佩瑶

规范执法行为
打造阳光路政

▲ 路警联合流动治超查获的超限超载和非法改装车辆停放蔡河超限站

为贯彻落实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
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
定法制审核制度工作，该局结合实际，通
过认真开展学习与自查工作，迅速查漏
补缺，“三项制度”落实工作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实现了执法信息公开透明、执法
全过程留痕、执法决定合法有效，执法行
为得到有效规范，行政执法能力和水平
得到大幅提升，行政执法行为被纠错率
明显减少，行政执法的社会满意度显著
提高。

强化行政执法公示载体。在行政处
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行政征收征用、
行政许可等五类行政执法活动中全面推
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坚持公开为常
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按照“谁执法
谁公示”的要求，统筹推进行政执法公示
与政务公开、权责清单公布等工作。该
局已经在《省政府服务网站》中公示了行
政执法公示与政务公开、权责清单等事
项。另外，在广水市公路管理局官方网
站上开设“行政执法专栏”，公示公路管
理法律法规规章、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
准、行政收费标准、行政许可办理流程等
内容。公路局路政大队、治超站、路政中
队办公场所以展牌形式对外公示执法内
容。

公示行政执法基本信息。加强事前
公示，在《省政府服务网站》中公示了本
单位行政执法各项基本信息。主要包
括：执法主体名称、职能配置、内设机构
和人员编制、职责分工、管辖范围、执法
区域、办公地点、咨询监督电话；主要执
法事项清单、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执法人
员身份信息；行政执法服装、标志、标识
及执法证件的样式信息；行政执法流程
图和行政执法文书样式；行政处罚的裁
量基准、听证标准；政务服务事项的服务
对象、办理条件、办理方式、办理流程、法
定时限、承诺时限、收费方式、收费依据
以及申办材料的目录、表格、填写说明、

示范文本。
完善文字记录。行政执法全过程记

录应当以文字记录为基本方式。路政执
法人员在路政管理工作中基本按要求抓
落实。中队人员上路执法时，要填写《路
政巡查日志》；处理路损案件时，有一套
规范化的路损赔偿文书，制作完成后装
订成册。治超站严格落实治超执法登记
制度和路政、交警、运政三方汇签制度，
治超工作日志及治超处理登记本填写规
范、详实。治超人员执法时，要制作《询
问笔录》，便于了解违法超限运输货物来
源地，货物称重检测后，出具“检测磅
单”，货物卸载前制作《卸货通知单》《责
令改正通知书》。

建立健全执法记录管理制度。建立
并落实执法记录的保存、归档、保管、调
阅、复制、使用、查阅等制度，确保所有行
政执法行为有据可查，依法依规公开，发
挥记录资料在行政争议中的作用。

雄 关 漫 道 真 如 铁 ，而 今 迈 步 从 头
越！展望未来，广水市公路管理局将开
拓创新，继往开来，为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服务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谱写出
更加美好的新篇章。

为进一步解决影响路域环境公路“顽疾”，打造“畅、安、
舒、美”公路，切实为广大群众营造良好的公路通行环境，广
水市公路管理局组织精干力量重拳出击，高标准完成路域
环境整治任务。

清理公路障碍物，保障公路安全畅通。为了及时清除
公路上堆积物，消除公路安全隐患，该局路政大队在公路巡
查密度和力度上下功夫，每周上路巡查不少于 5天，发现情
况及时处置。各路政中队在日常巡查时做好登记、劝解工
作，经劝解不行动的，逐一对当事人下达执法文书，责令在
规定时间内自行拆除或清理。在规定时间内没有自行清理
的，路政中队及时组织机械进行清理。针对国省干线过境
路段存在违法占道堆物表现比较突出这一现象，路政中队
以当地政府打造“美丽乡村”为契机，在镇政府和村委会的
督办下，责令村民自行清理。通过加大日常监管、宣传和集
中整治力度，及时清理非公路标志、地面构筑物和堆积物，
消除集镇过境路段“脏、乱、差、堵”现象，进一步优化、美化
公路路域环境，全面提升了公路服务水平。

全力搞好治理公路打场晒粮专项行动。公路上打场晒
粮现象是令公路沿线政府和公路管理部门最头痛的事项。
近期，蔡河路政中队在巡查时发现 S328 线有部分村民在公
路上晾晒粮食。为了及时制止公路上打场晒粮，蔡河路政
中队立即向吴店镇分管交通的副镇长汇报，路政员还向晒
粮的村民宣传公路管理法律法规知识，并协助清理粮食。
吴店镇双汇大道沿线打场晒粮尤为严重，蔡河路政中队在
吴店镇政府领导组织下，联合吴店派出所，出动执法队伍，
对 S328 线吴店境内进行了联合治理。在村委会干部的大
力配合下，对公路上打场晒粮的村民进行了宣传和口头警
告，现场督促其清理了粮食作物和障碍物，及时消除了公路
安全隐患。

积极开展非公路标志牌集中清理行动。路政中队在巡
查中发现，辖区 G316、G346、S328、S425等国省干线公路，部
分单位和个人为了各自经营、宣传需要，擅自在公路用地范
围内设置非公路标志牌，不仅影响路容路貌，还严重影响到
司机的行车视线,给过往车辆带来安全隐患。为强化路域
环境整治，实现“八个无”管理目标，路政执法人员先根据非
公路标志牌上的信息联系当事人，指出擅自在公路上设置
非公路标志牌是违反公路管理法规的行为，应自行拆除；对
没有主动拆除非公路标志牌的单位或个人，执法人员随后
对其下达了执法文书,要求在规定的期限内自行拆除。长
岭、八里岔、蔡河路政中队分别行动，用了三天时间，对
G316、G346、S210、S328、S425 公路两侧擅自设置的非公路
标志牌进行了彻底清理，三天共拆除非公路标志牌 78 块。
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净化了路域环境，亮化了行车视线。

一直一来，广水市公路管理局狠抓公路普法宣传，不断
加大宣传的力度和深度，经过路政执法人员不厌其烦反复
地解释、宣传，结合打造“美丽乡村”等一系列活动，当地政
府和村委会多次开会宣传下，公路沿线村民的思想觉悟有
很大提高，爱路护路意识得到明显加强，平时在公路上占道
堆物现象很大程度地减少。

整治公路“顽疾”
扮靓路域环境

超载超限行为损坏道路、桥梁安全，影
响自身和他人安全。广水市全面建立联合
治超常态机制，交警、路政、运管部门组成
联合治超专班，采取固定治超和流动精准
治超相结合的方式，对货车非法改装和超
限超载运输行为进行治理。

为严厉打击货车超限超载违法运输行
为，切实保护道路桥梁设施和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在 2019年下半年，广水市治理
车辆非法改装和超限超载领导小组组长改
为市长兼任，分管交通的副市长和公安局
长为副组长，市委书记每月查看治超报表，
重点关注货运源头监管，发现本地矿产企
业有不规范装载，导致超限货运车辆上路
行驶，市委责成当地政府及国土、水利、安
检部等部门上门督办查处。市政府定期召
开治超专题会议，分析、研判治超工作动
态，针对治超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
题，及时作出调整、改进，治超工作稳步推
进。治超工作报表每月向市政府经济科报
送，每月要有累计数据，由交通运输局长审
核签字并盖公章。蔡河治超站长期驻有 8
名交警，24 小时参与治超。霞家河治超站

路警运联合治超机制紧密，随时出警参与
治超，查扣的超限超载车辆各部门依法进
行处理，各部门处理结果在治超站有案卷
记载，每月定期上报的数据与各站案卷记
载的数据一致。按照上级文件要求，路政、
交警、运管三部门建立了完善的联合治超
长效机制，治超站与交警中队每星期召开
碰头会，互通治超信息，迅速出动执法车
辆、人员，实施流动精准治超，每个治超站
每星期开展 1至 3次联合治超行动。

与此同时，加大治超法制宣传，积极营
造舆论氛围，在广水电视台播出治超动漫
宣传片，同时滚动播出治超政策字幕。在
国省干线公路或横跨公路桥梁、渡槽上安
装龙门架，在龙门架外面设置宣传横幅，宣
传公路路政管理和治超法律法规及治超政
策，全市境内干线公路上共设置 12 处龙门
架 24块宣传，通过宣传，积极营造良好的舆
论氛围。

2020 年，广水联合治超专班共开展了
150 次联合治超行动，查获了 678 台超限及
非法改装车辆，切实维护了公路桥梁安全
畅通。

实施精准治超
保护路桥安全

▲ 清理公路上打场晒粮顽疾

▲ 消费者权益日宣传

▲ 执法人员学习新修正的《行政处罚法》

▲ 公路养护、路政人员上路撒盐除雪保畅通 ▲ 路警联合流动精准治超，夜晚现场查获超限超载车辆

▲ 路政执法人员每年组织军事队列集训

▲ 蔡河治超站邀请企业法
人座谈，了解其对治超工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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