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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工作
2019 年全省公路学会秘书长工作会圆满结束
2019 年 2 月 26 日上午，全省公路学会秘书长
工作会议在襄阳市召开。各市州公路（交通）学会、
专委会秘书长和省公路学会秘书处领导及有关部门
负责人、先进会员代表 50 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省公路学会副秘书长毋润生主持，支部
书记顾俊阶传达了中国公路学会八届七次常务理事
会议精神及湖北省科协全省学会工作会议精神；杨
运娥秘书长总结了学会 2018 年工作，并就 2019 年
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襄阳市公路学会秘书长李庆
合、桥隧专委会秘书长高凡丁、荆门市公路学会秘
书长郭犇、施工技术专委会秘书长金露、宜昌市交
通学会秘书长刘昊、交通工程专委会秘书长宛劲松、
随州市公路学会秘书长顾德富等代表所在单位交流
了工作经验和做法，研讨了新时期进一步做好学会
工作的思路和措施；会上还表彰了 2018 年度 12 名
优秀秘书长和 18 名优秀会员。
省公路学会方小睿副理事长作了题为《拓宽学
会发展思路，提升学会发展能力，以优异成绩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的书面讲话。他结合

2019 年学会有关重点工作讲了以下几点意见：一是
大兴调研之风，总结成绩提振信心，找出不足明确
方向；二是进一步强化党建工作，发挥党组织政治
引领作用；三是以深化学会治理改革为动力，不断
提高学会的发展能力；四是提升学会发展能力和影
响力，抓好通讯宣传工作；五是继续以打造高水平
学术品牌为抓手，提高学会学术引领能力；六是充
分发挥秘书长的作用，为学会科学发展当好参谋。
26 日下午，全体与会代表到襄阳市公路学会现
场学习取经，并深入基层，到樊城公路段亿豪路桥
公司慰问基层会员和科技工作者。与会代表还参观
了由中铁大桥局承建的即将于 3 月通车的襄阳苏岭
山汉江公路大桥。
这次会议内容丰富，时间紧凑，与会代表纷纷
表示，会后将积极落实会议精神，按照学会和本单
位全年工作总体部署，奋力拼搏，圆满完成年度目
标任务，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

省公路学会秘书长杨运娥到襄阳交流学会工作经验
2019 年 2 月 22 日，襄阳市科协在襄阳召开了
全市学会秘书长和县（市）区科协干部业务培训、
经验交流会议，特邀湖北省公路学会秘书长杨运娥
到会作学会工作经验交流。
杨秘书长在会上介绍了湖北省公路学会的基本
情况和主要工作内容，重点交流了两个方面的经验：

一是服务决策，强化智库建设及决策咨询工作。在
智库建设、建言献策和科技咨询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在为基层、项目、行业做好服务的同时，也为学会
发展积累了一定资金，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双赢；
二是主动作为，圆满完成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工作。
多年来，在完成政府有关部门委托的科学技术奖申

报评审、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公路工程建设项目设
计咨询审查以及发展研究报告和地方标准的编写任
务诸多方面，作了不懈努力，不仅为湖北的交通科
学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也使省公路学会赢得了社
会的信誉。

杨秘书长以具体的内容、详实的数据、卓越的
成就、精彩的演讲，博得了与会领导和大家的赞扬，
与会人员认为省公路学会成功发展的经验，为市、
州学会如何经营学会、发展学会树立了典范。

省公路学会到襄阳慰问公路科技工作者
2019 年 2 月 26 日，湖北省公路学会秘书长杨
运娥、党支部书记顾俊阶及有关人员在襄阳市公路
学会理事长安俊美、秘书长李庆合的陪同下，冒雨
来到樊城公路段亿豪路桥公司驻地，看望慰问公司
科技工作者。杨秘书长代表省公路学会举行了慰问
赠书仪式，樊城公路段段长沈大学、亿豪公司总经
理接受了所赠书籍，并对省公路学会送书下基层的
关爱行动表示热烈欢迎和感谢。
本次所赠书籍是省公路学会编印汇集的 2018
年优秀论文集、公路工程技术规程、公路养护技术
规范、公路路面施工技术指南以及湖北公路交通科
技杂志等 5 类书籍，150 余本（册）
。赠书仪式结束

后，省公路学会领导实地考察了公司的办公场所、
公司的简介、各种规章制度以及科技工作者的活动
室，并和公司部分科技人员进行座谈，公司副总经
理万红军介绍了公司从组建、发展壮大的历程和多
年来所取得丰硕业绩等情况。杨秘书长和顾书记听
后很满意，并勉励公司的领导和科技工作者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发挥好科
技工作者中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工作中依法依规，
精益求精，严格工程工序，积极推广运用“四新技
术”，积极发扬大国工匠精神，为襄阳为湖北公路交
通建设的发展做出较大贡献。

襄阳市公路学会召开秘书长工作会
2019 年 3 月 1 日，襄阳市公路学会召开了秘书
长工作会，参加会议的有各县（市）区公路学会秘
书长，各专委会主任和学会工作人员，共计 21 人。
会议由市公路学会安俊美理事长主持，会议内容主
要是学习传达上级文件及会议精神，通报市公路学
会 2018 年的工作情况，修改完善 2019 年学会工作
计划，布置市公路学会换届有关事项和近期学会工
作安排。
会上首先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
设的意见，重点学习了“提高政治能力，发挥群团
组织政治作用”的有关部分，学会秘书长李庆合传
达了湖北省公路学会秘书长工作会和襄阳市科协全
市学会秘书长工作会议的精神，认真学习了省公路
学会副理事长方晓睿在 2019 年省公路学会秘书长
工作会上的讲话和省公路学会秘书长杨运娥所作的

“2018 年工作总结及 2019 年重点工作”的报告，
与会人员结合各学会工作实际，展开讨论。
本次会议有五点收获：一、进一步提高了对群
团组织是党领导下的政治组织，政治性是群团组织
的灵魂的认识；二、使大家增强了抓学会工作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
三、修订完善了襄阳市公路学会 2019
年的工作计划；四、充分发挥公路学会联系广大科
技工作者的桥梁纽带作用，贴近实际开展活动，对
技术培训、学术交流、论文撰写及评选、职称评审、
咨询服务、新技术开发应用等项活动，均作了详细
的计划，并将任务分解到位；五、对即将召开的襄
阳市公路学会第十届会员代表大会作了进一步的安
排，将理事会理事人选，向专业技术人员和公路交
通企业单位倾斜。此次会议获得圆满成功，达到了
预期的效果。

天门市交通运输学会
组织举办桥梁检测与维修加固培训
为进一步做好全市普通公路桥梁检测与维修加
固工作，提高路桥管理人员专业技术水平，2019 年
2 月 14 日，天门市交通运输学会联合市交通运输局
举办了“桥梁检测与维修加固培训班”
，参加培训的
有市公路管理局及下属的工程公司、养护公司、监

理公司、养护站，市交通重点工程管理处、市农村
公路管理处、各交通分局等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共 70
余人参加了本次培训。
本次培训分别邀请了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王
刚，市交通运输局总工程师万钟、市交通工程公司

总经理周军华等专家授课，各位专家分别就《公路
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公路桥梁维修加固与改
造技术》、
《桥梁的加固维修及改造》等方面进行了
讲解，并结合大量桥梁检测、维修和改造的实例，
循序渐进、深入浅出，使大家进一步了解了桥梁检
测、维修、改造的知识。同时结合当前形势，明确

了天门市公路桥梁检测与维修加固的形势和任务，
指出了加强公路桥梁检测与维修加固的重要性。
通过此次培训强化学习了桥梁检测基础知识，
使参会人员能够初步判断桥梁的病害成因以及危害
程度，提高了对桥梁的养护和管理水平和保证桥梁
运营安全的能力。

交通动态
我省 10 集体 12 个人获交通运输部
四部局绿色出行通报表扬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开展创建节约型
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和绿色出行
等行动"等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公交优先发展战略，
倡导绿色、安全、文明出行，交通运输部、公安部、
国管局、中华全国总工会于 2018 年 9 月联合组织开
展了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活动
期间，我省交通运输、公安、机关事务管理、工会
等部门认真贯彻落实活动要求，在当地人民政府的
统一领导下，协调动员城市公共交通、行业企事业
单位、行业协会、工会及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积极
参与宣传活动，涌现出一大批表现突出的服务集体
和个人。
为表扬先进典型，大力弘扬爱岗敬业、绿色出

行理念，近日交通运输部四部局决定对 256 个集体
和 342 名个人予以通报表扬。我省武汉市总工会、
宜昌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10 个集体， 湖北省
运输管理局徐晓婷、襄阳市公共交通公司余昆等 12
名个人获此殊荣。
交通运输部四部局要求全国各级交通运输、公
安、机关事务管理、工会等部门和行业企事业单位
要以受到表扬的集体和个人为榜样，努力工作、爱
岗敬业、提升服务，以实际行动积极参与到绿色出
行行动中，不断提升绿色出行水平，为人民群众提
供安全、优质、舒适的绿色出行服务，更好地满足
人民群众美好出行需要。

天门交通助力扶贫攻坚
元月 22 日下午，天门市委、市政府在市扶贫办
组织召开省级脱贫攻坚成效年度考核培训工作会
议。天门市交通运输学会就交通行业扶贫技术、政
策，对参加培训的各乡镇办场园分管负责人、扶贫
办主任、挂职副书记，部分已出列和计划出列贫困
村支部书记共计 190 人，进行了农村公路建管养工
作专题培训。
通过此次培训，使各地对农村公路的政策法规
和建设养护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有了全面的了解，
认清了新形势下做好农村公路工作的重要性，增强

了做好农村公路管理工作的紧迫感。同时，天门交
通将进一步抓好农村公路建管养工作，进一步落实
农村公路建设“八公开”制度，将建设计划、补助
政策、招投标、施工管理、质量监督、资金使用、
工程验收全部公开，引导群众积极参与贫困村通村
通组硬化路建设监督管理，努力将贫困村通村通组
硬化路建设成为阳光工程、民心工程。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张华中，副市长蒋胜雄
参加会议。

孝感 2019 年 80 亿元夯实交通大底盘
在 2019 年孝感市交通运输工作会议上得知，
2019 年，孝感市计划完成交通建设固定资产投资
80.3 亿元，同比增长 73.8%，其中，高速公路 28 亿
元、普通公路 32.7 亿元、农村公路 6.8 亿、农旅融
合建设 10.9 亿、水运建设 0.4 亿元、站场物流 1.5

亿元。
2019 年，孝感市交通运输系统将围绕“促开工、
抓续建、保通车”的思路，强化项目监管，确保完
成年度投资任务。加快高速公路建设，加快城市圈
外环线高速汉十至大随段、硚孝高速二期工程、武

汉至大悟高速麻竹以北段续建项目建设进度；加快
推进汉孝应高速、京港澳高速改扩建工程前期工作，
确保汉孝应高速 9 月份开工。加快普通公路建设，
国省道一级公路，长兴三路延伸工程 2 月份开工建
设；107 国道改建工程孝昌段、316 国道改建工程孝
南段、346 国道改建工程大悟县河口至城关段、348

国道应城外迁段今年建成通车；国省道二级公路，
S334 孝昌县丰山至邹岗段改建工程、S334 孝南区肖
港至陡岗段改扩建工程等 12 个项目力争全部完工。
推进美丽农村路建设，全年新改建农村公路 1000 公
里以上，完成生命防护工程 1000 公里、改造危桥
80 座。

黄冈 2019 年黄冈交通力争完成投资 200 亿元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精准脱贫攻
坚的决胜之年，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之年，黄冈市交通运输局将抢抓政策红利叠加释放、
省政府综合交通三年攻坚、交通强国示范区创建、
全市区域协调发展等机遇，突出“大考年”、
“改革
年”
、
“整改年”
，力争完成投资 200 亿元，其中铁路
80 亿元、高速公路 33 亿元、普通公路 75 亿元、港
航码头 9 亿元、站场物流建设 3 亿元。
全市交通运输系统将突出抓项目掀起交通建设

新热潮，创示范打造交通发展新品牌，调结构打造
公交服务新品质，转方式树立绿色交通新理念，促
改革激发行业发展新动能，重管理健全行业治理新
体系，强党建锻造干事创业新气象，继续打好“五
大攻坚战”，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在服
务“一芯两带三区”战略实施、推动黄冈高质量发
展、加快老区振兴崛起的新征程中做出新贡献，以
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宜城市即将开建汉江二桥
近日，宜城市汉江二桥及路网建设 PPP 项目成
功招标，标志着宜城市第二座跨汉江大桥即将开工。
据悉，汉江二桥及路网建设 PPP 项目包括 G346 宜城
汉江二桥及接线工程、S217 东津新区至宜城段改建
工程、272 省道枣阳市宋集至宜城流水公路改建工
程（3 个交通项目已列入湖北省公路水路交通运输
“十三五”规划）和 24 条市政道路工程 4 个子项目，

总投资近 35 亿元。当地政府及交通部门将积极组建
项目公司，严把工程质量关，全力以赴确保按时间
节点完成工程建设。
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布局，
优化路网结构，提升国道服务水平，有效分流过境
交通车辆，促进区域旅游发展及自然资源开发。

行业传真
曾经小码头林立，如今披绿焕新
湖北长江岸线变身“绿色客厅”
初春时节，荆楚大地春寒料峭。大江奔流，不

略思想，推动长江经济带科学、有序、高质量发展。

舍昼夜，湖北曾经砂石遍布的长江岸线，如今已被

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朱汉桥说：

美丽的公园所取代，沿江景观面貌披绿焕新，呈现

“湖北交通运输系统全力践行‘共抓大保护，不搞

出欣欣向荣的绿色生机。

大开发’的理念，做好生态修复、环境保护、绿色

长江边上，拥有 83 年历史的中国石化湖北荆州
分公司柳林洲油库永久关闭。由非法码头整治后建

发展‘三篇文章’，在保护母亲河的同时，最大限度
发挥长江综合效益。
”

成的石首市九曲湾游泳基地，已成为游泳爱好者的

取缔各类码头 1211 个 复绿面积 566 万平方米

乐园。

航行长江，途经湖北的“渝海 918”轮船员汪

地处“长江之腰”
、坐拥最长岸线的湖北省，以
其在区域发展格局中的独特战略区位，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战

渝清感觉到，长江在湖北的岸线变得“清爽”了，
岸线变长了。
的确，经过生态修复，长江湖北段岸线复绿进

展顺利。截至 2018 年年底，湖北省共取缔各类码头

外不见砂”。“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已

1211 个，
腾退岸线 143 公里，
清退港口吞吐能力 1.27

经深入人心。

亿吨，复绿面积 566 万平方米，建成运营的砂石集
并中心 43 个、泊位 87 个。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关键在“共”字。
如何在长江大保护中树立一盘棋的思想，做到共商、

现如今，散乱的小码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

共抓、共建、共享成为关键。湖北积极推动社会各

回归自然的绿。人行绿道、滨江公园，已成为人们

方力量、各个主体参与到长江大保护中，也积极与

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汉口江滩、武昌江滩、汉阳江

沿江省市沟通探索保护之道。

滩、汉江江滩等串联起长 46.9 公里，面积 527 万平
方米的滨江绿化带，成为武汉的“绿色客厅”
。
2018 年年初，湖北省打响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
性战役，省交通运输厅将长江干线非法码头专项整

2018 年 7 月，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与湖
北省、四川省等沿江 7 省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签署
了“保护长江生态 发展绿色航运”共同行动方案，
探索共同建设绿色航道、绿色港口。

治、长江汉江岸线清理整顿和港口船舶污染防治 3

多式联运构建开放大格局

个专项战役纳入省厅污染防治攻坚战重要内容。一

2018 年 12 月 25 日，在武汉新港阳逻港区国际

次次专项检查、一次次大排查大整改行动，使得长

港集装箱铁水联运示范基地，第 3 万个集装箱顺利

江生态修复工作快速推进。

吊装上火车。阳逻港区借助铁水联运实现了“航运

共抓大保护理念深入人心

向东入海、班列向西入欧”的功能，成为衔接“一

2 月 20 日，在武汉长江、汉江核心区港口码头

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最佳结合点”
。

岸线资源优化调整启动仪式现场，执法艇将趸船拖
离，前往船厂报废。

据悉，武汉新港 2018 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156
万标箱，比 2017 年增长 15%，超额完成 155 万标箱

当日，地处武昌区铁机路的武汉港务集团汉口
港埠分公司码头被拆除，标志着武汉正式启动长江、

的绩效目标。
从武汉、宜昌、黄石等港口出发的一艘艘货船

汉江两江核心区港口码头岸线资源优化调整工作。

依托新型多式联运网络，让曾经“九省通衢”的湖

这也是近年来武汉规模最大的一次港口码头优化调

北逐渐迈向“九州通衢”
，成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

整。

按照“深下游、畅中游、延上游、通支流”的
优化调整后，武汉长江和汉江核心区码头数量

建设思路，湖北全力推进武汉至安庆段长江航道

将减少 61.2%，趸船数量减少 63.5%，有利于形成洁

“645 工程”建设，一条超大容量、串起鄂赣皖三

净优美的长江、汉江核心区景观带。

省的“水上高速公路”即将建成。

为了保护长江生态环境，湖北还积极推广船舶

运河通、水网活、经济兴。江汉运河通航后，

使用岸电和各类环保新设施。2017 年 12 月 21 日，

形成了“长江—江汉运河—汉江”810 公里千吨级

长江上首家“扫码岸电系统”在三峡游客中心投入

航道圈，一艘 1000 吨级运载非金属矿的船，直接走

使用，为破解港口岸电推广使用难题打开了新路径。

江汉运河，可以节约 2 天时间，里程缩短 170 公里，

2018 年 6 月，湖北省首个按港口基本建设程序建设

节约 1 吨柴油，省下 7000 元物流成本。

的砂石集并中心——枝江滕家河砂石集并中心投入
使用，配套建设了封闭式厂房、防风抑尘设施、喷

朱汉桥说“今年，湖北交通将继续精心做好‘三
篇文章’，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

淋设施、雾炮机等环保设施，做到“砂不落地、堤

科技信息
武汉出租车加装摄像录音设备
近日，武汉市出租车行业新的智能交通系统上

线，今后，市民搭乘武汉市出租车将同搭乘“滴滴”

网约车一样，乘车会有轨迹记录。另外，出租车内
还新增摄像录音装备，司机如有不法行为将被记录。
驾驶员的从业资格证已经电子化，显示在电子屏幕
上，在车的右侧角落里，还有一个摄像头，乘客上
车下车都会被拍下照片，以便丢失物品时取证。目
前，武汉市共有 3000 多台出租车安装了新的智能设
备。
据华昌出租车相关负责人介绍，新的智能交通
系统可提供实时的计价器数据，能够看到驾驶员每
天的营运状况，还能将数据上传至武汉市客管处后
台，在乘客投诉时，方便主管部门调查取证，出租

车企业也能通过系统查询车辆业务以及录音数据。
乘客是否在出租车上丢了东西，通过摄像头能拍照
确定。而新增的录音功能则能协助解决司机与乘客
之间的纠纷，是乘客还是出租车司机不讲道理，主
管部门通过录音一听便知。
乘客关注微信公众号“黄鹤行”，就可以通过微
信实现网上叫车。在确定乘客位置后，接单的出租
车司机就会主动联系乘客。武汉市客管处负责人表
示，通过此次智能交通系统升级，出租车管理部门
能够更好地掌握出租车行业的经营状况，也能更好
地保障乘客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