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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要
要邵阳市道路运输管理处推进道路运输安全野隐患清零冶工作纪实
高位推进
建立 野隐患清零冶行动长效机制

人便于行达天下袁 货畅其流天
地宽遥 道路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先导
和基础袁 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和
引擎遥 道路运输安全,不仅关乎人民
生命和财产安全, 更关系到国民经
济野大动脉冶的正常运转遥
自 2017 年 4 月全省交通运输
安全野隐患清零冶行动开展以来袁邵
阳市道路运输管理处紧紧围绕 野平
安交通建设冶活动尧野强执法防事故冶
行动尧野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年冶 工作
主线袁以突出问题整治为抓手袁强力
推进道路运输安全 野隐患清零冶行
动袁打造野隐患清零冶升级版袁取得显
著成效遥野两客一危冶车辆超速尧疲劳
驾驶等违规行为由原来的日均
4000 条下降到目前的月均不到 10
条遥近两年袁全市未发生较大及以上
道路运输事故袁 在 2017 年半年尧年
度和 2018 年半年全省三次道路运
输安全隐患清零工作考核中排名进
入前三名遥 数据显示袁2018 以来袁全
市道路运输安全野隐患清零冶八项指
标总体控制较好袁 在全省月度考核
排名中稳居前列袁其中入网率尧上线
率尧数据合格率均达到 100%遥
沉甸甸的成绩袁 是全市交通运
输系统合力攻坚的结果袁 更是邵阳
市道路运输管理处全体干部职工勇
于担当尧埋头苦干的写照遥
姻记者谭炜 通讯员伍常青尧夏能文

“祸患常积于忽微。只有真正向平日里的安全隐
患开刀，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这是全市运管
邵阳市道路
人的共识。自“隐患清零”行动开展以来，
运输管理处坚持把该项行动与抓日常安全生产、平安
精心组织、
全力推进。
交通专项整治等工作紧密结合，
完善推进机制。成立了以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
制定了实
安全副处长任副组长的清零行动领导小组，
施方案，
按“一单四制”
要求建立隐患排查和清零工作
规范。2017 年来，先后七次召开了全市道路运输安全
“隐患清零”动员部署会和系统安全“隐患清零”行动
推进会、调度会，县级运管机构和运输企业也相应召
开会议，
进行了部署。
建立联动机制。该处积极作为，
强化与公安交警、
安监等部门联系沟通，
建立信息共享、及时反馈、共同
管理的联动机制，形成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合力。
2018 年，联合市交警部门印发了《严厉打击营运车辆
升级版
高速公路违法违规行为、打造安全“隐患清零”
活动实施方案》，对高速公路营运车辆进行重点整治。
梳理分
同时，
各运管所坚持问题导向，强化调查摸底、
类，上下联动发力，
实现隐患清零快速推进。

宣传培训
营造 野隐患清零冶行动浓厚氛围
采取不同形式、多渠道加强安全“隐患清零”行
活动为契机，
编印资料、
张
动宣传。以“安全生产月”
挂横幅，集中宣传道路运输安全“隐患清零”工作的
重要意义，动员和鼓励全社会参与到行动中来；督
促企业落实主体宣传责任，确保行动落实到每个客
运车站、每台营运车辆、每位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
通过基层服务窗口设清零行动宣传橱窗，在广播、
电
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开辟专栏等多种宣传方式，定
及时
期向社会通报行动进程，展示行动取得的效果，
跟踪曝光有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和个人，营造了良
大
好的舆论氛围。同时，
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教育、
培训活动，全系统共组织安全教育 577 期 11917 人
次；对 361 名违法违规驾驶员开展了三期集中重点
培训教育；会同市交通运输局专门组织了三期企业
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监管部门的安全监管
人员培训，提高了企业参与安全“隐患清零”行动的
主动性和自觉性。积极支持鼓励企业把从业人员安
全教育培训工作委托给专业的安全教育培训机构，
引导从业人员利用碎片化时间合理安排学习，提升
培训效果。目前，已委托安全教育培训的企业达 47
家，
参与线上培训的从业人员达 4500 余人。

银市交通尧 运管负责人带队检查市区 银组织道路运输企业负责人和安 银春运期间市运管处领导在汽车站督
客运站安全工作
全管理人员开展安全教育培训
查安全工作

主动作为 推动 野隐患清零冶行动高标准实施
制定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深化
道路运输安全“隐患清零”行动，切
实加强“两客一危”道路运输企业、
车辆和驾驶员安全监管的通知》，严
格按照“全覆盖、深排查，填表格、建
台账，
签责任、严追究，下文书、速交
办，促整改、抓到底”的工作方法，高
行动。
效推进安全“隐患清零”
清理车辆数据。对重点营运车
辆平台和三级协同系统中存在数据
不全或数据错误的，进行全面清理
补录，对 1582 辆 2 年以上未参加年
度审验、长期脱离动态监控及异地
经营 3 个月不备案的危险货物运输
车辆进行了公告注销。
完善隐患清单。按“一单四制”
要求建立隐患排 查和 清 零 工 作 规
范，做到安全隐患台账日有登记汇
总、月有修改上报。
落实隐患交办。采取现场口头
交办、
签发问题整改通知书、召开隐
患整改交办会、下发安全情况通报
等方式，
严格落实隐患交办制度，确
保发现的隐患问题不截留、不带回、
不过夜。据不完全统计，清零行动以
来，市县两级共开展安全检查 600
余次，下发安全检查情况通报 400
余份、隐患整改通知书 1000 余份，
召开 安 全 隐 患 整 改 交 办 会 100 余

场，交办各类问题隐患 1528 条，整
改到位 1512 条，
整改率达 98.95%。
组织企业约谈。对存在重大隐患
及上级部门通报的问题，
及时约谈企
督促企业落
业负责人或分管责任人，
实主体责任，
切实进行整改。行动开
展以来，
共约谈企业负责人 138 次。
狠抓督导检查。成立了专项督
查检查组，采取明察暗访、随机抽
查、
专项督查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对
“台账是否建立、责任是否落实、见
面交办会是否召开、隐患是否整改
到位”等方面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同
时对“隐患清零”行动开展以来交办
问题整改情况全面进行回访。
加强严管重罚。对整改走过场、
不到位的企业严格依法吊销；对超
速达 50%（高速公路超 速 达 20%）
以上或一个季度超速 3 次以上的当
班驾驶员,一律吊销从业资格证，纳
入“黑名单”；对疲劳驾驶较多的车
辆一律停班整改 10 天；对违法行为
从严从重进行查处，对暴力抗法和
严重违法的移送司法机关，并在媒
体曝光，提高威慑力。清零行动以
来，共注（吊）销驾驶员道路运输从
业资格证 56 本，列入黑名单从业人
员 76 人，停运整顿车辆 314 辆次，
挂牌督办车辆 21 辆次，吊销车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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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许可责令退出市场 3 辆次，查处
故意安装电源开关、破坏天线、屏蔽
信号等违法行为 9 起，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企业 1 家，责令 5 家企业整
改一年，依法关闭取缔不具备安全
条件企业 21 家，移送公安机关追究
驾驶员刑事责任 13 人，没收非法所
得及行政罚款 271 万余元。
抓实动态监管。投入 86 万元建
立了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中心，
每
车辆违规情况，
分
天统计
“两客一危”
县分企业进行排名通报处理。安排专
人分赴各县现场指导车辆违规运行
的控制和处理。专题召开了联网联控
工作和违规驾驶员培训约谈会。完成
了 850 台车辆卫星终端更换。
“如果说直面问题是一种勇气，
那么解决问题则是一种智慧。湖南交
通部门统一开展
“隐患清零”
行动，
既
体现出直面问题的担当，又体现出了
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为民
情怀”
。釆访接近尾声，
邵阳市道路运
输管理处处长廖洪战这样对记者说。
安全生产永远在路上。相信邵
阳市运管人将继续以“保护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宗旨，为民担
当，不辱使命，不断擦亮邵阳交通的
“城市名片”，向人民群众交上更加
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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