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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条 例》和 実施細 則有夫 変更登 う己規定 的批行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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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暫行条例が及其実施細則的規定,依握遵旨和止弁荘園
井展和夫活功,没有違法連規等情況｡

完戊主要工作:鵜､突出重点,加醍券押,通行保暢能力逝一歩提高(‑)持銭

推連全域元逆数専攻整冶工作｡段上対池袋公路用地苑園内塩坂逆行全覆蓋集
中整治,重点対村鎮路段,析滴下､辺淘内,辺坂上的蛙坂､枯草等乗物等遊
行了全面清理,同吋,加強弓路政部口和滑銭多鎮政府的朕合整治,釜打了共
治共保執政,計対村鎮踏段反麦傾倒蛙坂､乱堆乱故等画題逆行了集中整治｡
共清担路面2828.26Km,井控述淘4115m,清理疏通辺淘138490m,整理路容
157. 25Km｡ (ニ)及吋逆行略面病害的全面舛治｡ 4十対今年G312銭路面破損戸

重,修朴画稿大,病害持袋不断笈生等不利困素,我段早計刺,早助手,根据
天午交化情況,制定合理的修朴方案,戸格各F̀市度量挫制措施,注重落莫庚
量責任｡共完成瀬音路面双屋修朴9063. 1m2,瀬音路面銃剣9481. 98m2,冷朴料

修朴瀬音路面503. Oim2｡ (三) g暁,板井展預陽性芥押工作｡孤住宅温田升的有利

吋机, #展了G312銭路面製薬処治工作｡作並道程中,技木人員堅持現場督促
拙守,戸格作並工序,狼孤井楢､清蓬､濯鋒,葬拝等夫鍵郡市,有数提南了
路面港鋒尿量｡共完成路面澄鑓5375皿｡ (四)完戊里程桂与信逓工作｡段上戸
格技照設計要求,逃‑歩加強施工現場監督和管理,痢保了里程粧号侍遵准殉､

井展亜春治功情況

及吋｡共安装附着式椋志牌2映､車窓骨柄表層5映､単柱式椋志牌14映,安
装里程碑59映､百米粧525映,更摸反光膜11姑(五)全面排を完善安保投
花｡ i^真傲好轄葬踏段波形梁押桂的更換､校正和清洗工作,加強対避隆華道
的未詳｡完成避隆幸遺未詳9620皿2,更挨安装波形梁押桂板496m,校正波形梁
押桂2992皿,清洗波形梁押桂54870皿,朴栽里程碑､百米粧和遺日赤注71介/
根｡ (六)加猿桁渦和排水故為的堆修｡堅持傲好橋梁的日常巡査和定期栓杢,

重視析渦預防性券拝和突出病害的維修舛治,対齢塞戸車的析涌逆行御底清理,
対c312銭装勧遮淘.急流楢､裁水潟等防排水段施遊行了錐修｡共清理析滴蛙
坂4911.2m3,清理疏通湛水孔579今,清理伸縮鋒114遺,刷新椅渦杓遣物(防
捏培､拝桂) 2288.07m2/15座,析涌浦波165血3,衆合物砂装抹面678.14m2,

鉄壁修麦544. 10皿,河床整修780m3｡ (七)厘急拾隆偉物服春水平避一歩増強｡

逃‑歩修訂完善了公啓防汎論隆和除雪防滑虚急供物机制,戸格落実技領専在
尚帯班和24小冊他姓制度,加強皮急信息搬送,建立健全虚急拾隆臥伍,玖真
傲好虚,冬物賛借各和机械段各的B #供米,禰保‑旦夏生焚書性天与虚対及吋､
保障有力,順利完成了奉遷保勘､防汎論隆､冬季除雪防滑､重大革庚等活功
期間的公路供物仕分｡共完成釆各防滑料393Ⅲ3,撒布融雪蓋､融雪剤120.75
咄,撒防滑料8700m2,清担整理回収防滑料367m3｡二､強化責任,弄孤共管,
親茫化管理水平逝一歩提升(‑)基砧管理工作不断加強｡ ‑建学法普法工作

有序井展.段上及吋制定毎月学オ打刻, #子成員帯共学法用法､依法管理,
干部琳工穂枚参加学法普法及相英知珠洲試｡ニ建築治雄穂工作措施落莫到位｡
定期遊行工作安排部署,段,韮毎月主劫傲好矛盾到紛排査工作,戸格落莫各
項穂挫措施,及吋疏専和化解矛盾｡三是深入推逃担黒除悪手項行功｡依托座
談会,学g例会.典型東側 麌ｻ8孜9兩ｸ <ｸ
28 ﾀ±f?教育,#子成員主
功深^##班###除%相X知珠,提南Tr大域エ#A*##除 2ｩ4 ﾐ
暁率和参与率｡四是Jnz格遵守財蓬亀律,加騒預算管理, tl真落莫戌本費用支
出党政双釜制; F格抗行会玖決定和合同管理.五是玖真落莫域エエ賛上叔申
批笈放工作和社会保障待遇, #週休歌エ和遺属逆行了i^逓,順利完成葬老保

隆移交工作｡大差切実加強李朝机械段各管理,実行机械段各号人魚貢制,維
修整定朝比制,戸格落実車手車机棲算,有数促逃了市経略耗｡七定稿板井展
小型探題研究｡卦対我段街着的析梁状況及急使,材料等局限条件, +年芸域
使用自流平高弾性蚊鑓止水密封膜維修析梁伸縮鑓62. 35m,取得了致好的致果｡
(二)安全生戸工作緊折不輝｡ ‑是戸格落莫̀̀党政同貢､ ‑薗双貢､弄孤共
衛''的安全生戸責任制'逃‑歩明痢工作琳貢,選抜落莫安全生戸領専,部門
和尚位責任｡ニ是私兵井展"安全生戸月''和くく安全生戸擁康行,,活功｡逆行

了図集̀く安全生戸月"答題'制作井親肴了安全生戸月主題教育宣佑片,観象
井展了公路水輿論修虚急演鋳和消防虚急演錬溝助｡三是深八井展終点淵E査治
理清功｡集合安全生戸大排査大盤治大技升そ項行劫和̀̀防風隆保平安迎大庚･,

消防安全栓査与項行功,段上毎月持薬深大井展隠患排査和整治活功｡共排査
冬美安全隠患23&, E,治理20&,其余3&待批麦后逆行御庫合理｡四是加
大安全生戸投入｡カ全段職工騎兵工彷保険56198. 20元;灼異団体意外傷害保
険176970･ 00元;灼英幸新保険499949.00元;灼実安全椋志服163680.00元;

配笈及錐修安全椋志牌61526. 00元;灼契血圧甘､酒精測武侠及其他安全段施
投入12306･18元,全年投入容費970629. 38元｡五是孤好琳工安全教育培訓｡

段上堅持傲好葬耕作地人員的班前安全教育和接木交底工作,集合全年安全培
訓教育打刻,先后5次観象井展了消防安全,域壮健康教育培訓,机萄人員冬
季安全萄孜等寺題培訓,提南了#,工的安全生戸意萌,和虚,急火星能九六是加
醍芳春臥伍安全管理｡対弟分人員遊行了拭前安全教育培訓,戸格核査芳春人
員保険,段安全貞堅持毎天上路現場監督芳養臥施工作並,全段安全生戸形勢
穂足｡三､加醍教育,韓変作風,全面推逝党的建没取得新成敗(‑)以理蛤武
装力狐手,不断加猿党的思想建設｡段党支部依托･･三会‑珠,, "主題党日･,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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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井展与題学オ清功,玖真偽迭中央及上級重要文件､会淡及領寺井帝精神,
井以党的十九大精神､ a逆平新吋代中国特色社会主又思想, a逝平視察甘粛
重要班電精神､ 《摘編が､ 《鋼要》､党名党規等内容刃重点,有卦対性地銀錬遊
行政治理冶学可｡通遺深入学､ #久学､反麦学, j#保了巧遅平薪吋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又思想大層入,心,引専党員干部不断増強"四介意眺･, E是"四今自
信'',豊沃傲到"間合錐押'',逃‑歩秀美思想政治墓相｡ (二)以主題薙育男突
机,不断推連発建工作康量｡ 9月至11月,我段党文部釈放投入到第二批･･不

忘初心､牢坑使命''±題教育之中,深入学オ買物巧遅平新吋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又思想,按照"不忘初,tL̀.牢屯使命,, =題教育工作的患､体部署和白椋要求タ

制作宣停展板8映, *韮横幅11*,制作文化培2面,組鉄条中学g16次､

上古題党珠3次､井展与題研封8次､自学成果交流6次,研封友吉覆蓋全体
党員｡段党支部按照述学乳逆栓祝,辺整政的要求,深八重按l̀pl題, tl真孤
好整改落莫｡通遺整理旧制,哉至目前共査按何題41条,已整改到位的何題37

桑,正在推逆整改4条｡在此道程中加強各項重点工作和主題教育何題清華整
政的督促落実'保逓了主題教育成果特化刃兵隊工作成数｡ (三)以奈美基出力
芙健,不断加辞党的鉦叙建設｡ ‑是段党支部干10月館逆行了支部挨届逆巻,

壁支部党員大会,全体党員元祖名投票,逃出了新十月支委,将速筆集束及吋
叔送局党委批准各条｡ニ是堅持買物民主集中制原則,戸格乱行段各会和文委

ﾀ

会政事規;￨lJ和各項玖専決策机制 落莫̀̀三重‑大''政事程序和党政主要負貢
人末尾表意菅生三是重視党員笈展工作,堅持梼准,戸格程序,今年補足笈展

対象1名,埠葬入党穂板分子1名｡四是加強党員教育管理｡通遺設立党員先
鋒尚､党員突古臥,合理則分党貞責任区,明鶴争側日柄,傲出公井承堵,引
与党貝国籍蓑押生戸中心工作,以くく‑帝‑包‑諦扶,･的形式銑鉄党員在責任
区常套化井展工作,井通辻井展̀̀亮身貨､微衷率､樹形象‑‑我是党員我先行,,
活功,使党建促地券主題活功逃〆歩深入,党員示蒋特効作用明盟友揮｡五是

把創建椋准他党支部作期鴫党建工作的主要孤手,購順流程上完善､措施
保障上錮化､主題活功中提升,通過餉化内容遊行分英妃枇建立健全11小台
欺,親蒲化管理婆料整理工作取得明畳的遊歩｡
(四)以特麦作風力重点,不断捉升庭球尽責能力｡ ‑是釈放井展整治"形式
主又､官僚主又,,そ項行功,在全段落園内井展了調査田巻,通遺集中査按､

凋研･狼孤落莫･里決整治形式主又､官僚主又,全段落園内作用建設持袈好
特〇二是建立健全井戸格技行商舗仮制度､尚位責任制､考核督加机制等各項
制度,親蒲机芙工作人員加専行丸大力推逃党各､政奔公井,対単位的重大
決策和渉及#¥エ切身利益的事頭, r格技規程操作'&受取エ津金的監督.三
是班子成員玖真落莫基屋咲系点制度,姿常深入‑銭井展談心淡帝'折取塀工
対工作的意見和建玖,掌握職工恩､想夢窓,穂枚力投､ #解決生戸生活中存在
的困雉17項｡ (五)以責任落実力墓碑,不断推避党風廉政建設｡ ‑長戸格乱

行党風庶政建設責任制･ i^真落実"‑尚双貢･,和交叉監督工作机制｡加強対
重点蘭位､重要郡市､犬猿賛金支出等"三重‑大･,事項的決策､執行和監督｡

二是段領早戸格堅持外出報告制度､前傾日値班前傾披批制度和合人重大事項
披#制度o三±通辻師F±#党員大会, ±題党B#*,集中学g党免党規,(准
則)̀ 《*例),井展#封交流̀庶政釣談.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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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実筑牢恩､想遺徳防銭,提南拒腐防交能力｡ (六)以治男載体力振子,不断推
避精神文明建設o ‑是教育引早秋工牢固村立井穂板践行社会主又核心体位親
和公路行並精神o以̀̀学樹建側,,活助力哉体,通適評逸･･明星塀エ,,､五･･十
位''､ "催秀共戸党員''等清功,以催秀力典蒲,以点帯同,充分時効了琳工的

工作熱情｡ニ是避‑歩坑固我段"三星銀行並文明単位･,和与鞘崎葬管輩"全
国工人先鋒号''創建成果｡以庚祝中国共戸党成立98周年和新中国成立70周
年力契机･粗鉄井展了辻集体政治生田､上生色そ題党珠､ #展了"不忘初,̀̀､
与路同行''主題征文和釜名等活劫｡在庚くく国庚･,文芸氾演中,荻得了仇秀表
演英和催秀常田葵的好戌鎮o精心制作上叔了"中国歩､労功美,尋我最美公
路人''微視薮〇三兵乱真井展冬美志別路活功,姐錬青年､団員参加又脊柱
相和庄沙活功,在井展主題教育期阿,組怨全体党員到移民新村参加了以"清
治家囲､預防火焚''*主題的志別路活劫. H是堅持以人力本, i^真落莫各
項工会福利,銑鉄全段塀工逆行了健康体栓'希望慰同生病住院研工和生活困
碓域エ25人次, "重岡革,,前対12名80夢以上週休老球工遊行了走坊慰庫
五長逝‑歩強化薪同宣佑工作,営造了良好輿蛤集団｡哉至目前,在冬美媒体
共刊稿49篇,其中在《今日共桑》､ 《中国公路岡が各干臓1篇, 《勤惰報が

刊稿5#,甘粛交通返輸微信公介号刊稿5#,在公路呆押剛中国交通在銭
岡､甘粛公路信忠岡､割当新開岡共刊稿30篇,共催媒体刊稿8

和夫資原 状可或拙 並許可う正 明支件及 有数期 侏2

鎮赦和 受芙徳及 訴扮提訴 情況 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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