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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原 市

交通运输局文件

固交发〔2021〕42 号

关于报送2021年交通运输安全生产
工作总结的报告

市安委办：

现将我局《2021 年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总结》予以报送，

请收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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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市交通运输局

2021 年 11 月 2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安委办。

固原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2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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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总结

2021 年以来，固原市交通运输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

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十二届八次、九次、十次、十一次和市委四

届六次、七次、八次全会精神，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底线思

维和红线意识，推动交通运输部门全面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

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必须管安全”“尽职照单免责，失职

照单问责”的原则要求，着力固根基、补短板、强弱项，全力防

风险、除隐患、遏事故，进一步夯实交通运输安全基础，努力实

现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和较大事故持续减少，坚决防止重特大事

故，确保全市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向好，为全面维护好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继续建设经济繁荣

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固原提供安全稳定的交通

运输保障。

一、加强领导，抓责任落实

（一）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按照自治区交通厅、市安委

办的要求以及《2021 年度交通运输安全生产检查计划》，抓好

春节、清明节、五一、开斋节等重点时段及疫情防控、复工复产、

防汛、消防、危货运输等重点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任务部署、落

实和检查等工作。6 月 18 日，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关于近期安全生产工作，特别是 6 月

13 日湖北省十堰市燃气爆炸事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为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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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创造良好的交通运输环境。9 月 3 日，

召开安全生产专题会议，要求行业各单位要牢固树立红线意识，

落实措施，做好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按时间节点召开安全生产例

会，要求各单要紧盯重点时段、节假日及道路客运、危货运输、

汛期、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及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公路承载体普查工作，确保交通运输行业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有序。同时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观看《生命

重于泰山》安全生产专题片。

（二）加强督促检查。印发了《固原市交通运输局2021年度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通过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进一步

压实行业监管责任、促进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推动

各项安全生产制度、措施的落实。督促责任单位和部门依法依规

对发现的安全生产隐患和企业违法行为进行整改和查处，有效防

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

二、工作措施

（一）道路运输管理。一是制定了《2021 年度交通运输安

全生产检查计划》，按计划抓好重点时段及疫情防控、复工复产、

防汛、消防、危货运输等重点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任务部署、落

实检查等工作。二是督促企业开展全面自查工作。为做好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制定《固原市交

通运输局关于开展“安全百日会战喜迎百年华诞”安全生产和灾害

防御百日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要求各监管部门对市辖区客运

企业、汽车客运站开展督导检查，各企业开展自检自查。出动执

法人员 398 人次，执法车辆 192 车次，整改车容车貌 80 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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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企业 2 家，处理投诉 624 起，现场调解 120 起出租汽车违规

营运投诉行为，共处罚金 86.38 万元。狠抓工程建设安全生产，

先后 3 次对原州区农村公路工程建设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共计 8

个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督查。

（二）公路养护。公路养管单位认真开展安全生产工作，做

好定期检查、日常巡查和专项检查。对辖线的公路、桥涵养护作

业施工及现场安全防护，路政、治超安全防范等进行全面专项检

查。按计行业各单位划对农村公路隐患进行排查整治，增设更换

交通标志、交叉路口及沿线学校路段设置减速带、维修警示桩反

光标识、防撞墩、波形钢梁。路域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公路通

行质量明显得到提升。2021 年完成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113.6 公里，农村公路危桥改造 2 座。目前已全部完工。自 1 月

份以来，累计排查一般隐患 905 处，整改 855 处，整改率 96%。

（三）公路工程施工。今年实施重点交通项目 14 个共计 794

公里，其中高速公路 2 条 160 公里，普通国省道改造提升 4 条

85 公里，经济干线公路 7 条 249 公里，新建改建农村公路 402

公里。以创建“平安工地”及“百日安全生产整治”专项行动为

抓手，开展在建工程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各施工单位在抓好在建

工程施工安全的同时，狠抓质量管理做到以质量促安全以安全促

质量，同时专门对公路、桥梁、挡墙、涵洞、排水沟、临时用电、

消防安全等交通基础设施进行了安全检查，对存在安全隐患路段

进行处置并增设了明显标志、标识。对检查问题较突出较严重的

项目，及时约谈项目相关参建单位负责人，督促施工单位落实整

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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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危货运输。辖区道路危货运输企业 4 家，分别为：中

石油宁夏运输分公司固原配送中心、华元天然气运输有限公司、

安保民爆器材经销公司、惠众医疗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有危货

运输车辆 60 辆，其中整车 27 辆、挂车 18 辆、牵引车 15 辆。其

中：从事成品油运输的车辆 19 辆。有从业人员 70 名，其中驾驶

员 36 名、押运员 38 名、装卸管理员 6 名，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率

85%。今年以来，企业排查隐患 48 项，已整改 48 项，整改率 100%。

查处违法拉载成品油运输车辆 4 辆，罚款 6 万元。

（五）抓好疫情防控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坚决贯彻落实上

级各项决策部署，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

作的通知》《关于做好近期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和防灭火工作的通

知》《固原市整治道路运输市场秩序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方案》

《关于切实做好当前道路运输安全生产防范工作的通知》等，统

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期间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为企业

复工复产提供可靠的交通运输安全保障。

（六）抓重点时段和重点领域工作。针对三、四、六、十月

份全国事故多发的特点，印发了《关于加强“两会”及“开斋节”

期间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防范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做好2021“五

一”假期、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及消防工作的通知》《庆祝建

党100周年活动期间全市交通运输安全防范工作方案》，对重点

时段、重点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做了安排部署，联合交警、市交

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深入“两客一危”车辆、汽车站等重点单位

和企业，扎实开展安全生产督察检查，确保了春节、“五一”、

“清明”、“开斋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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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两会”、“古尔邦节”及国庆节中秋节期间全市道路运输安

全生产平稳有序。

（七）积极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一是组织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督促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监督

检查各企业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的学习记录。

二是按照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和市安委办的要求，扎实推进交通

运输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2021 年“集中攻坚年”各项

任务，按照《固原市交通运输（民航、铁路、邮政、水上）和

渔业船舶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道路运输安全专项

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要求，督促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对

各管辖企业进行督促落实，并按时间节点要求汇总上报三年专项

行动、双控体系和隐患排查等月报表、季报表。三是印发了《关

于开展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

的通知》，由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组织实施，对全市道路运

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生产考核，组织

了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了安全考

核，实际考试人数 80 人，通过 61 人，通过率 76.25%。

（八）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氛围。

一是制定印发《活动方案》，对活动进行了安排部署。二是开展

宣传活动，营造氛围。督促各企业悬挂主题横幅，张贴“安全生

产月”主题贴画、宣传标语，利用汽车站，出租、公交车电子显

示屏滚动播放安全生产宣传标语，通过微信公众号、QQ 安全群

等开展宣传活动，大力营造安全生产月宣传氛围。三是针对疫情

防控工作的需要，组织企业在汽车站候车大厅开展“6.16”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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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咨询日活动。通过设置咨询台、摆放安全生产宣传展板、发

放安全生产宣传资料等方式开展了宣传活动。活动期间，共发放

宣传资料 300 余份、宣传单 8000 余张，摆放宣传展板 12 块，接

受群众咨询 600 余人次,营造了良好的安全生产宣传氛围。四是

组织支队执法人员和辖区道路运输企业从业人员积极参与第感

觉届全国应急管理普法知识竞赛答题活动，各企业按照活动安排

正在有序开展后续各项工作。

三、存在的问题

一是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有的企业安全管理

机构和岗位设置不合理，安全责任体系不够明确。二是企业安全

管理人员专业化水平不高，对安全管理知识掌握不到位。三是企

业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不健全，部分企业未开展风

险评估和危害辨识，未根据危险因素建立分级管控制度。四是个

别运输企业在抓安全生产工作中，重效益、轻安全；重形式、轻

安全的现象仍然存在。

四、今后的工作打算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

按照市委市政府、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的安排部署，牢固树立安全

发展理念，以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为主线，以防范遏制交

通运输事故为重点，正确处理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牢牢压实安

全生产责任，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一）认清严峻形势，强化责任意识。认真贯彻落实“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

安全生产责任制》要求规定，进一步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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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履行好行业监管职责。督促交通运输

企业健全自我约束、持续改进的内生机制，实行全员安全生产责

任制度，突出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做到安全责任、管理、投

入、培训和应急救援“五到位”。

（二）严抓安全生产，确保元旦、春运安全。针对2022年元

旦、春节期间人员集中、安全隐患突出、运力保障难度大的特点，

督促行业各单位将提早筹划和准备，强化隐患排查治理，积极储

备和调度运力，并落实领导带班制度和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节

日期间全市道路运输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三）强化执法力度，创建平安交通。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持续深入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加大道路隐患排查治

理，突出道路运输重点源头管理工作。积极联合公安、安监、住

建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强化重点行业领域的执法监管，严厉打

击各类违法行为，提高民众安全出行意识，共同维护好道路运输

安全生产良好秩序。

（四）做好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三年行动“集中攻坚年”各项

任务。按照《固原市交通运输（民航、铁路、邮政、水上）和

渔业船舶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道路运输安全专项

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督促行业各单位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

任体系，完善管理制度，继续加强从业人员的培训教育工作，认

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及风险源辨识、评估、监测工作，建立起有

效的排查记录、管理台账和治理档案。督促企业组织开展具有针

对性的应急演练活动，切实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按照时间节点和

步骤深入开展危险化学品、消防、汛期防汛、长大下坡和独柱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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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等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及督促检查。

（五）加大宣传教育，营造浓厚氛围。认真开展平安交通、

“安全生产月”、“119”消防安全等宣传活动，抓好安全生产

知识和应急管理的宣传和普及，加大对从业人员安全生产和职业

健康培训力度，努力提升交通运输行业安全意识和从业人员安全

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