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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县交通运输执法局宝丰县交通运输执法局：：全力推进服务型执法队伍建设全力推进服务型执法队伍建设

在运输企业和司
乘人员眼里，交通运输
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
中铁面无私，似乎“不
近人情”。而在宝丰
县，该县交通运输执法
局紧紧围绕交通运输
执法中心工作，大力推
进服务型行政执法建
设，改进交通行政执法
工作，创新执法机制，
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执
法水平，打造了一支文
明高效执法、热情上门
服务的服务型交通运
输行政执法队伍。

11月26日上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
者在宝丰县周庄公路
超限检测站看到，身着
制服的该县交通运输
执法人员规范执法、文
明服务，对运输车辆进
行安全检查，安全检查
后车辆有序地驶出超
限站……

“今年以来，我们
以‘争第一、比贡献、树
正气’活动和干部作风
大整顿工作为契机，紧
密结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活
动，加快推进服务型执
法建设，强化执法为民
和服务为民意识，在执
法观念上‘换脑’，拉长
执法服务链条；在执法
效能上‘提速’，加快执
法方式转变；在执法规
范上‘强心’，提升执法
铁军形象，塑造了严格
规范、公正廉洁、文明
高效、热情服务的交通
行政执法队伍。”陪同
采访的宝丰县交通运
输执法局党支部书记、
局长叶国远向记者介
绍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红汛 通讯员 杨国栋 李东辉 文图

加强思想教育

开展上门服务

结合路面巡查

定期开展执法业务培训，强化新业务、新知识学习。

交通执法人员入校给学生讲交通安全

组织交通行政执法人员进行军事拓展训练

提高业务素质
提升执法水平

“‘双节’即将临近，我们
要强化执法为民服务意识，加
强重点区域、重点环节的执
法，全面提升应急处置和服务
保障能力，紧绷安全弦，全面
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确保各
项工作取得实效。”11月 23
日上午，叶国远在该局召开的
干部作风大整顿工作例会上
要求。

今年以来，宝丰县交通运
输执法局持续开展思想政治
教育，大力宣传服务型执法的
重大意义，增强全局干部职工
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
识，促使交通执法工作由管理
型向服务型转变，努力打造一
支作风优良、纪律严明、行为
规范、保障有力、服务为民的
交通执法铁军。

该局坚持执法培训常态
化，聘请省、平顶山市交通系
统法律顾问等，定期组织开展
执法业务培训，强化新业务、
新知识的学习，增强交通法律
法规适用的针对性和准确性；
选派业务骨干分批次参加省、
市交通部门组织的高层次执
法培训，全面提高法律素养，
实现以点带面，共同提高，切
实增强依法行政水平。同时
结合效能和行风建设，该局成
立了推进服务型执法机关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主要领
导负总责，分管领导抓落实，
各股室队站共同参与的局面，
制订方案，细化工作，保证各
项工作落实到位。

该局还创新执法理念，打
破交通执法就是检查、整改、

处罚的固有思维模式，努力实
现规范化与人性化相结合，管
理与服务相促进的新型执法
模式，使执法人员由“重执法
轻服务”向“服务中体现执法”
全面转变；与此同时，该局持
续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梳理
执法依据，明确执法职权、岗
位和责任，按照法定权限和程
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防止
不作为、乱作为，坚持处罚与
教育相结合，进一步规范行政
处罚工作流程，严格执行《河
南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
标准》和使用规则，深入推进
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避
免行政处罚的随意性，提高执
法效能。在交通执法过程中，
该局注重发挥行政指导作用，
采取提醒、示范、建议、劝导等
方式向行政管理相对人提供
法律、政策等方面的帮助和服
务，指导行政管理相对人依法
经营、依法办事，自觉履行法
定义务，主动纠正违法行为，
实现行政指导与严格执法相
得益彰。

该局结合全县“争第一、
比贡献、树正气”活动和干部
作风大整顿工作，加强作风纪
律整顿，完善执法人员信誉档
案，实行日常督查、季度考评、
年终总评相结合，定期通报考
评结果，筑牢规范执法防线，
提高交通执法服务能力。

“今年以来，我们对全体
交通执法人员共培训了6 期
120人次，考核2次。通过培
训学习，使全体执法人员进一
步提高了思想认识，明确了行
政执法的目的和宗旨，为进一
步规范交通行政执法行为、推
进服务型行政执法建设奠定
良好基础。”叶国远介绍，今年

4月，宝丰县周庄公路超限检
测站被宝丰县总工会授予“工
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推动交通执法服务企业
服务基层

“交通运输执法局执法人
员送法上门，对企业‘三员’进
行的学习培训和考试，这对我
们企业合法经营和有序发展
有非常大的帮助，感谢你们把
服务送到企业。”11月19日，
河南省大地水泥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魏见民拉住宝丰县交
通运输执法局工作人员的手
感激地说。

这也是该县交通运输执
法局深入货运源头企业，通过

“送法进企业上门送服务”等
措施，开展了服务型执法活动
的一个画面。

今年以来，宝丰县交通运
输执法局积极开展服务型执
法建设，确保交通执法工作程
序规范化、管理制度化、质量
标准化、内容具体化，推动交
通运输执法工作服务企业、服
务基层。

在“送法进企业上门送服
务”工作中，该县交通运输执
法人员深入走访企业详细了
解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征求
企业对货运车辆超限超载治
理以及对交通运输执法工作
的意见和建议，现场查看企业
货物装载计重检测设备、运输
车辆监管情况，从货源源头企
业严格落实治超主体责任，按
照国家标准对车辆进行装载，
对出场（站）货运车辆进行称
重检测，确保违法超限超载车

辆不出场（站），并与企业建立
沟通协商长效机制，不断强化
服务意识，规范执法行为。

同时，该局还举办货运源
头企业“三员”培训班，集中对
货运源头企业的装载员、计重
员和开票员进行培训，强化货
运源头企业治超责任意识，进
一步推动源头治超工作，培训
着重对货运源头单位应当履
行的治超责任、应尽义务、禁
止性规定和违反相关规定所
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企业
负责人、“三员”应当怎样遵守
职业道德、恪守法律底线等内
容进行培训。

该局按执法辖区将县内
运输企业进行划分，把责任落
实到人，执法人员结合自身工
作职责，定期不定期开展上门
服务，加强与分包企业的沟通
和交流，广泛宣传交通法律法
规，倡导守法经营，合法运营，
他们还经常深入各乡镇货运
货源集散地、停车场散发宣传
单，对交通执法业务事项和办
理流程、权力和责任清单，以
及行政处罚和行政检查事项
进行了宣传，使交通法律法规
家喻户晓，避免广大货运经营
参与者触碰法律法规红线。

“通过服务型执法和培
训，进一步增强了货运企业对
源头治超工作的支持和理解，
全面提升了交通执法服务意
识和交通执法队伍的良好形
象，有效地推进了源头治超工
作，更好地保障了公路完好和
安全畅通。”叶国远说，截至目
前，走访服务货运源头企业
120余次，为企业培训人员60
余人，开展行政指导11次，及
时了解掌握企业和从业人员
动态信息4条，提出合理化建

议30余条。

强化执法为民
提高服务意识

镜头一

“快看，前边一个三轮车
着火了，立即停车，你去设置
警戒区，你打119通知消防部
门，咱俩取车上的灭火器灭
火。”11月20日11时，宝丰县
交通运输执法局执法人员在
S241线商酒务道班附近巡查
时，发现一辆机动三轮车停在
路边，车头已经着火，执法中
队负责人党建伟立即安排队
员孟庆辉、李永昌、杨亚辉、张
建军分工协作进行灭火，仅用
三分钟时间就控制了火势，在
消除安全隐患的同时，最大限
度减少了群众的损失。

“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
及时扑火，俺的三轮车就成一
堆废铁了。”三轮车主紧紧拉
住交通运输执法人员的手连
连表达感谢。

消防部门到达现场时，大
火已经被扑灭。其间，事故现
场多名群众目击了交通执法
人员见义勇为救火的全过程，
纷纷为交通执法人员主动灭
火的举动称赞。

恢复道路交通秩序后，执
法人员又重新投入到了日常
执法巡查工作中。

镜头二

“谢谢你们及时把包还给
我，如果找不到这个包，我的
损失就大了！”5月20日上午，

家住商酒务镇商酒务村的徐
女士从宝丰县交通运输执法
局工作人员手中接过失而复
得的包，再三地向送还失物的
出租车司机牛先生及交通运
输执法局执法中队的执法队
员表示感谢。

5月20日上午，宝丰县交
通运输执法局执法中队负责
人徐金谦在县长途汽车站巡
查时，一位出租车驾驶员牛先
生匆匆来到执法车辆前，告诉
执法人员头天晚上有乘客把
一个黑色皮包遗忘在了他的
出租车上。执法人员打开皮
包一看，里面有户口本、身份
证，还有 2700多元钱、化妆
品、金项链、手镯、金耳环等
物品。

考虑到失主发现物品丢
失后会非常着急，执法人员协
同出租车驾驶员牛先生依照
身份证上显示的信息，驱车来
到该县商酒务镇商酒务村徐
女士的家中。在其家中经当
事人核对钱款物品，确定为徐
女士遗失物品，执法人员当场
给予归还。拿着失而复得的
挎包，徐女士感动地拿出几张
百元的现金给执法队员表达
谢意，被执法队员婉言谢绝
了。

出租车司机拾金不昧、交
通运输执法人员想方设法归
还失主的行为，展示了宝丰县
出租车司机良好的精神风貌，
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心系群众
服务人民的体现，弘扬了社会
正气，传递了社会正能量，赢
得了群众的好评。

镜头三

11月中旬的一天，气温

骤降，全省刮起了大风，局部
地区风力达到了 7级左右。
当天上午，宝丰县交通运输执
法局执法中队负责人陈春伟
带领该中队4名执法队员在
S231线该县石桥镇交马岭附
近巡查时，发现一棵碗口粗枯
树被大风刮倒，斜横在道路
上，过往的车辆和行人纷纷避
让，严重影响了交通秩序。

看到这一情况，该局执法
队员立即停车，合力把枯树移
到路边，确保了道路交通运输
安全、畅通、有序，过往的车辆
和行人纷纷向他们竖起了大
拇指……像这样的镜头和好
事还有很多。

“小手拉大手，爸爸开车
莫喝酒。大手拉小手，绿灯亮
了才好走。”11月初，宝丰县
交通运输执法局结合该县“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要求，组织
志愿服务队队员走进该县山
河路小学，通过教唱儿歌、看
卡片等形式，从普及交通安全
常识入手，生动地向孩子们讲
解乘车安全常识，教孩子们看
懂交通标志，告诉他们要拒绝
乘坐超员、超载、非法营运的
车辆，文明安全出行。

“文明出行从小抓起。”宝
丰县交通运输执法局的执法
队员表示，交通安全知识进校

园，不仅有利于让孩子从小养
成文明出行的习惯，也希望通
过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影响
家长，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
行。

“截至目前，我们在路面
巡查检查过程中，帮助群众和
司乘人员解决困难60余次，
开展各类志愿服务16次。”叶
国远说，在交通运输执法过程
中，涌现出的好人好事并不是
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近年来，
他们通过开展志愿服务和解
决群众实际困难，在群众中树
立了良好的形象，让群众真正
知道，交通运输执法人员不但
是在执法，还在为人民服务。

“今后，我们将以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不忘执法为民实心，牢记服务
为民使命，坚持教育与实践相
结合、普法与治理相结合，在
服务中体现执法，持续开展服
务型执法建设，积极推进交通
运输执法工作服务企业、服务
基层、服务群众，营造良好的
交通运输环境，推动全县交通
运输事业再上新的台阶，为宝
丰县经济社会‘六个高质量’
发展做出宝丰县交通运输执
法局应有的贡献。”叶国远表
示。

交通执法人员巡查途中突遇三轮车着火实施灭火 倒树影响交通，执法队员清理路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