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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机关单位发电
发电单位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签发盖章 张 欣

等级 ●明电 苏交传〔2022〕52号

省交通运输厅安委会关于切实做好

春运、冬奥会、冬残奥会和全国“两会”期间

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局，厅属各相关部门：

近期，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召开了加强春节冬奥期间安全防

范工作会议，交通运输部安委会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春运、

冬奥会、冬残奥会和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省委

省政府召开了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暨省安委会全体会议和

2022年全省春运工作会议，对春运、冬奥会、冬残奥会和全国“两

会”期间生产工作作了全面部署，为推动各项部署落实到位，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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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时段全省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形势稳定，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

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特殊时段交通运输安全生

产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

当前，全国已正式进入春运，北京冬奥会开幕在即，行业安

全生产进入了关键时期，根据气象部门预报，1月 25-29日我省将

出现持续雨雪冰冻天气，交通运输行业面临多重风险叠加，安全

生产形势严峻复杂。今年以来省内外接连发生多起有影响的交通

运输事故，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各地各单位要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把抓好安全生产作为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体现，

作为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实际行动。深刻汲取事故教训，

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识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

复杂性，保持清醒头脑，树牢底线思维，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

弦，全面落实党政领导责任、夯实部门监管责任、压实企业主体

责任，把安全生产各项举措抓细抓实抓到位，坚决杜绝重特大事

故，着力压降一般事故，确保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

定。

二、对照问题清单，举一反三切实做好风险排查和隐患整改

工作

节前，交通运输厅先后组织了厅领导带队突击抽查、联合驻

厅纪检组专题督导检查和对各地的安全执法监督检查，从检查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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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情况来看，大部分被检查企业能基本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按规定设立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和配备专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建立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针对春运和冬

奥会等特殊时段的安全管理要求，已基本落实相应的安全防控措

施。但也集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对车辆

的定期维护不到位，部分企业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定期开展对从

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按计划定期开展应急演练等（有

关问题附后）。各地交通运输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闭环整改，

同时要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对辖区内交通运输企业的监管，加大

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做到立查立改，对重大隐

患实行挂牌督办，所有问题隐患春节前必须整改落实到位，对不

能按时完成整改的一律不得从事春运，切实保障交通运输行业安

全形势持续稳定。请各相关单位于 1月 30日前将整改完成情况报

送至省交通综合执法局。

三、强化专项整治，切实防范重点领域安全风险

各地各单位（部门）要针对近期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规律

特点，结合工作实际，紧盯重点领域，采取有力措施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道路运输方面：全面强化道路

客运安全源头管控，严格落实客运站“三不进站、六不出站”及旅

游包车安全例检、旅客行包安检、旅客实名制等规定。要督促道

路运输企业严格落实车辆技术管理等规定，严防车辆带病上路。

要着力提高驾乘人员教育培训的针对性有效性，提升其安全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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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及处置突发情况的能力。要加强对企业运输过程风险管理情

况的监管，充分运用主动安全智能防控系统等技术手段，及时纠

正驾驶员的不安全驾驶行为。要加强对企业驾驶人、押运人等关

键岗位人员管理情况的监管，督促企业运用行前测试系统，加强

驾驶员身心健康管理，防止带病上岗。水上交通方面：着力加强

水上交通安全管控，严格落实枯水期通航保障措施，严把船舶适

航和船员适任关，严防船舶超载、超抗风等级等违章冒险航行行

为，严格落实恶劣天气禁限航制度，严禁冒险航行。督促渡运单

位落实好冬春季安全生产防范措施，及时清除岸坡、渡轮、待渡

区积雪冰面，落实好长江渡运“一渡一策”的安全生产制度。港口

方面：要加强对储罐、压力管道的定期检查和维护保养工作，严

防开裂、变形。要严格落实港口危险化学品存储、装卸作业风险

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措施，督促港口企业加大作业现场监督检查

力度，严防恶劣天气下违规冒险作业。基础设施方面：高速公路

运营管理单位要做好冬季物资供应保障工作，认真做好春运期间

特别是低温雨雾冰冻等灾害性天气下交通诱导和出行服务工作 。

高速公路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要紧紧围绕“两保一强”要求，

及时研判分析安全形势，全力做好执法检查工作，持续保持对交

通运输违法违规行为的高压严管态势。各地交通运输部门要全面

加强冬春季节公路养护，及时完善公路交通标志标牌标线等交安

设施，科学合理设置限高限宽设施，对因积雪结冰等自然灾害确

需道路交通管制的，积极配合公安部门做好交通管制及分流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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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切实强化雨雪冰冻等恶劣天气特殊通航环境和航闸运行安

全管理，维护好航标等助航设施，确保位置正确，发光正常。农

村地区道路交通方面：要继续实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做好农村公路危旧桥梁逐一排查整治。进一步优化城乡客运线网

结构，加大政策支持，持续促进城市公交与镇村公交衔接融合。

严格网络货运行业运行监测，督促落实货物运输企业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依法合规开展农村地区运输经营活动。工程建设方面：

要切实强化交通重点工程冬春季施工作业防寒、防突风、防火、

防中毒、防触电等措施，加大对现场关键环节和重点部位的隐患

排查整治力度，做好施工现场和驻地安全管理工作。执法方面：

要升级完善非法营运智能化整治系统，加大农村地区“非法营运”

的智能研判和查处力度。要加强对城乡公交的安全生产执法监管，

严厉打击道路非法营运、违规超限超载、内河船舶非法从事海上

运输、危险品谎报瞒报夹带运输，港口危险货物作业不安全操作

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四、加强值班值守，严格落实应急保障各项要求

各地各单位（部门）要细化应急处置举措，优化完善应急预

案，明确极端天气、设备故障、客流激增、延误晚点等各类突出

事件现场处置方案，加强预案的风险评估、培训演练、监督检查，

确保预案可执行、可操作。要主动做好应急物资、设备设施的储

备和应急技术力量、救援队伍的配备，一旦发生突发事件，确保

响应迅速、处置有力。要加强值班值守，严格落实春运、冬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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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残奥会、“两会”期间领导带班和 24小时值班制度，科学安排政

治素质高、工作作风好、业务能力强的专业干部参加应急（备勤）

值班值守，应对处置各类问题和突发事件，确保一旦发生险情和

事故能够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要严格按照《省交通运

输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特殊时段安全应急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的

要求，及时、准确报告突发事件情况，严禁谎报瞒报漏报晚报，

防止出现信息倒流。

联系人：黄瀛，电话：025-84329691。

附件：主要问题清单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2022年 1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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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主要问题清单

序号 地市 被检单位 主要问题

1 南京
中石化长江燃料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
消防设备检查登记不规范，灭火黄沙偏少。

2

无锡

江阴澄利散装化工有限公司
部分危险货物常压储罐结论不规范。企业门卫岗亭登记表未做到一
人一登记。

3 无锡三房巷国际储运有限
公司

安全培训教育未明确考核合格标准。企业门卫岗亭登记表未填写进
出人员体温。

4 无锡客运有限公司
隐患风险排查双重预防机制建立未完善。应急预案，未按新导则完
成更新。

5 无锡市华盛气体有限公司
车辆定期进行综合性能检测与维护，检查发现二级维护出厂合格证
有问题，车辆里程数前后不一致。未计划落实隐患风险排查制度。

6 341省道无锡马山至宜兴周铁
段 03标段

苏州苏申内港胜浦大桥施工项目经理部至预制场的内部道路两侧坡
较陡，但临边防护设施稀疏，不能满足警示和防护要求。对于各阶
段上级安全检查提出的问题，整改措施治标不治本，没有从制度上
和制度执行方面查找原因，并开展教育。对于进场人员未做到逐一
登记。

7
徐州

徐州市鹏安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

台账资料填写粗糙，数据平台信息精细化有待加强。

8 铜山区大许镇团埠渡口 安全设施相对简陋，存在非渡运人员随意登船现象。



- 8 -

序号 地市 被检单位 主要问题

9 中国石油江苏徐州油库阚山
码头

隐患问题销项整改措施针对性不强。

10 徐韩公路快速化改造工程 通行路段交通导改措施不完善，部分临街位置缺少封闭式围挡。

11

常州

常州录安洲长江码头有限
公司

专班人员住宿未做到单人单间。

12 钟楼溢豪吉祥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

未按年度培训计划开展人员培训

13 武进奔牛阳光运输有限公司
车辆技术档案“一车一档”未及时更新；未按年度培训计划开展人
员培训。

14 常州汽车客运站
留观室缺少流程图，客运站内旅客口罩佩戴不标准，工作人员巡查
不及时。

15

苏州

张家港中东石化有限公司

码头人员对应急装备操作不熟练。查 2021年 9月 18日动火作业票
发现，动火分析与动火作业时间间隔不符合要求。企业厂区大门值
班人员未按照要求登记进厂车辆信息。2022年 1月 17日，国际航
行船舶靠港期间，消杀频次不符合要求。

16 苏州苏汽客运有限公司

企业未按使用安全生产费用，经查企业按规定提取安全生产费用用
于发放安全奖。未按规定制定 2022年度安全培训计划。车辆技术档
案不完整，车辆里程数有问题。未建立双重预防机制，开展部分隐
患排查，不全面。2021年度未定期组织消防演练。

17 常熟宏智有限公司
企业未按照要求在海江河港口安全监管系统中录入储罐检测报告等
信息。企业厂区大门值班人员未按照要求登记人员进出信息。

18 南通 海安汽车站 服务站和自助机无免洗消毒液。现场人员未按照一米线规定进行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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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市 被检单位 主要问题

队安检。未使用规定的消毒物品进行公务服务区消毒。

19
连云港

大丰渡口
苏灌南渡 025”渡船救生浮具和救生圈破旧，救生衣未放在易取处，
灭火器配备不符合要求。

20 江苏泰和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危险品运输车辆动态管理未形成规范性制度。

21 淮安 淮汽集团淮安汽车客运北站
在淮汽动态监控中心查看实时视频，发现有乘客在车上未戴口罩，
驾驶员未及时提醒。

22 盐城 市区范公路南段工程
安全台账记录不规范。未设置防疫监督员和消毒专员。免洗消毒剂
未标注开启和失效日期。无技能培训、应急演练记录。

23

扬州

扬州中石化头道桥油库
船岸安全检查不规范，未按要求填写船岸检查表。省海江河港口安
全系统使用不规范，未填报应急队伍、应急演练等信息。

24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仪征）

查企业的《中控室安全（设备）异常信息跟踪处理流程表》，部分表
格异常信息无值班经理确认，部分异常信息只有情况记录，而无处
理结果。

25 企业已制定了《内浮顶储罐搁底申请表》并得到了执行，但部分申
请表审核签字不规范（未填写审核时间）。

26 扬州永盛混凝土公司 称重记录与生产系统记录偏差较大。

27
镇江

丹金溧漕河丹阳段航道整治
工程 DJLC-SG-QL1标 项目部部分工作人员未戴口罩。

28 镇江汽车客运站 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未开展广泛宣传，现场氛围不够。

29 泰州 江苏海企港务有限公司
码头监控设置不合理，不能监控下船人员脱防护服的情况；专班人
员未做到单人单间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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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市 被检单位 主要问题

30 古城河游船服务有限公司
部分船舶救生衣配备数量不足，未标明载客数量。无水上游览经营
活动经营许可的批文或者合同、协议等证明材料。

31 泰州市振陵运输有限公司
船舶档案资料未及时更新；未根据企业年度教育培训计划进行培训。
船岸应急演习方案的审批不符合公司应急管理制度的要求。

32 泰州市城投物流有限公司
部分应急预案内容老旧，未及时更新。医废货物转运过程中不够规
范。

33 泰州市长运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客运南站

留观室缺少流程图，客运站内旅客口罩佩戴不标准，工作人员巡查
不及时。

34 泰州姜堰南绕城快速化改造
工程

部分分包协议安全生产许可证过期。施工道路沿边防护网破损。

35
宿迁

宿迁市万宏物流有限公司 安全培训计划缺少重大节假日、重大活动期间安全培训记录台账。

36 宿连航道（京杭运河至盐河
段）整治工程一期航道项目

部分点位高空作业安全设施配备不足，工地扬尘管控有待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