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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改变了历史，也推动

着一座城市的发展。

从京广高铁、京广铁路贯

穿南北，晋豫鲁铁路横贯东西

的“两纵一横”铁路网，到安阳

机场、林州通用航空机场加快

推进。一张高效便捷立体的综

合交通网崛地而起，这张网，不

仅见证安阳日新月异的变化，

也悄然改变城乡居民的工作、

生产、生活……

从京港澳高速、南林高速

穿境而过，西北绕城高速公路

建成通车，到沿太行高速林州

段前期工作基本完成，市环城

高速规划积极推进。安阳高速

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293 公里，

实现了高速公路、国省干级公

路、城市道路无缝衔接。

进入新时代，安阳交通人

有了新的使命和目标，为打赢

蓝天保卫战、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安阳市交通运输局紧紧

围绕运输结构调整谋篇布局、

真抓实干、攻坚克难、砥砺前

行，行业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

得明显成效，有效推动了全市

交通运输工作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随着交通发展和国家政策
的关注，运输结构调整一时成了热门话
题。这不仅仅是个“话题”，更是我国交
通行业发展创新，现代化物流发展的必
然趋势。

安阳，豫北咽喉、三省通衢，境内京
广铁路、京广高铁与晋豫鲁铁路“三铁交
会”。目前，乘坐高铁两个多小时可以抵
达北京，40 分钟通达郑州；京港澳、林
长、安南、济东高速与即将竣工通车的西
北绕城高速将形成“三纵三横一环”高速
路网。安阳又是国家确定的地区性综合
交通枢纽城市，是中原经济区 5 个区域

物流枢纽之一。去年年初开始，安阳市
把运输结构调整当作重点工作来抓——

2 月 20 日，安阳市在全省率先出台
《安阳市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工作行动方
案》，确定“到 2020年我市铁路货运量较
2017年增加 910万吨、增长 40%”的总体
目标，将任务分解到具体货运企业、铁路
线和场站，做到责任清晰、目标明确。以
11家大宗货物年货运量50万吨以上的大
型工矿企业和物流园区为重点，推动 300
公里以上的大宗货物实施铁路运输。

前不久，安阳市与省发改委、中铁郑
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共同推进安阳市

大宗货物运输“公转铁”合作框架协议，着
力打造全省运输结构调整示范区，安阳市
大宗货物运输“公转铁”进入快车道。

9月 3日，记者在安阳万庄物流园看
到，在建设好的一座 5 万平方米仓储分
拨中心里，已有几家快递企业入驻，这些
企业的工作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货
物分拣作业。在园区南部，有一块近
150 亩 的 空 地 ，工 人 们 正 在 建 设 站 台
墙。与园区仅一墙之隔的瓦日铁路线
上，一列载有煤炭的货运货车呼啸而过。

安阳万庄物流园，是该市“公转铁”
的示范工程之一。去年开始，安阳加快

大通等物流园多式联运枢纽建设，加大
重点项目推进力度，成功将万庄物流园

“安阳—山东半岛”铁海公多式联运项目
创建省多式联运示范工程，万庄农资类
客户已完成签约 14 家，战略合作每年
316万吨，第三方物流年吞吐量 20万吨，
平均运距 1000 公里，多家快递、电器公
司入驻园区。

据统计，2019 年上半年，安阳市铁
路货运总量实现 1480万吨，预计年内增
加量较 2017 年增长 664 万吨，占 910 万
吨总目标 72.97%，大宗货物“公转铁”比
例大幅提升。

构建交通运输“新格局”1

9月4日一早，一辆长13.5米的半挂大
货车下了京港澳高速安阳站，直驱驶入距
高速口仅百十来米的安阳国际物流港，接
货方旗帜快运公司司机王刚正等候卸货。
双方交接后，王刚和同事将货物搬运到一
辆长4.2米的新能源厢式货车上。当天上
午，他要将这车货送到市区的超市。

去年6月底，王刚购买了这台纯电动货
车。与普通燃油车相比，它有什么优势？
王刚给记者算了笔账：该车充一次电只需3
小时，可跑200公里，电费50元；与传统燃
油配送车相比，燃油成本可节约100多元。

“电动车在市区完成配送问题不大，一
个月下来减少的运营成本挺可观。”王刚对
新车很满意。

如今在安阳，燃油货车在中心城区送
货的场景难得一见，而“绿牌照”的新能源
物流车辆送货却屡见不鲜。

去年开始，安阳市以“绿色高效环保、
缓解城市拥堵、降低物流成本”为导向，大力
推广应用新能源货运车辆，不断完善“干支
衔接”城市配送基础设施网络，鼓励发展共
同配送和建设公共信息平台，着力打造“城
市货运绿色配送体系”。

作为首批全国 22个绿色货运配送示
范工程创建城市之一，安阳自探索设立城
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区以来，在中心城区
划定45平方公里范围，明确燃油货车限行
区域和时间。目前示范区内燃油货车数量
已由4月份1400台下降至目前约200台。

为给新能源货车推广提供便利条件，
安阳市政府研究出台《关于创建城市绿色
货运配送示范工程的实施意见》《安阳市纯
电动货运配送车辆运营补贴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关于设立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区
的通告》，3年设立900万元运营补贴资金

鼓励企业参与城市绿色货运配送；成立了
以公交城配、来哟车城配、德创运力等为骨
干的15家绿色货运配送企业，市区建成6
个标准化快递分拨中心、87个快递末端服
务网点。目前，全市累计更新各类新能源
物流车辆1100台，配送企业基本承担了中
心城区内商超、批发市场等快消品和生活
物资的配送，初步形成了规模化、企业化运
营的绿色配送模式。

安阳市还推进保障设施建设，建成绿
色货运配送监管平台，加强对企业新能源
物流车辆监管，为政府补贴发放提供决策
依据；施划专用停车泊位示范点，方便新能
源货车停靠，计划全市完成50个左右。建
成7个新能源货车充电站、282个充电桩。
安阳逐步探索形成了可为全国中小城市开
展示范工程借鉴的模式。

在新能源物流车辆“换装”前，安阳市

的出租汽车和公共交通已经“先行一步”，一
批批纯电动汽车陆续上岗，低碳出行。

三年来，安阳市政府先后出台《安阳市
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实
施方案》《安阳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
务管理暂行办法》《关于规范私人小客车合
乘出行的指导意见》《安阳市市区新能源出
租汽车更新实施方案》《安阳市市区纯电动
巡游出租汽车超额减排奖励试点实施办法
〈2017-2019年〉》等文件，分期分批更新市
区纯电动出租汽车856辆、占比63%，更新
比例和数量居全省第一。

其中，安阳市用于城市公交事业投入
超过12亿元，先后购置新能源公交车792
台，建成充电站6座，安阳成为全省第二个
实现主城区公交车辆纯电动化的城市，公
交集团被交通运输部授予“新能源公交创
新突破企业”荣誉称号。

绿色配送引领城市未来2

为市民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3

公路不仅是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撑，也
是生态建设的重要载体。一条公路，既是
经济大动脉，能够带动一方发展、致富一
方百姓，也是一条重要的城乡风景线。

如今，行驶在安阳各条干线公路，路
面打扫得焕然一新，尘土难见踪影，两旁
一排排翠绿的杨树、柳树、冬青等树种，散
发着勃勃生机，犹如一道道美丽的风景
线，令人赏心悦目。

为给市民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近年
来，安阳市交通运输局重点实施道路扬尘
综合整治，成立道路扬尘综合整治和公路

建设项目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工作专项督
导检查组，多次开展道路扬尘专项督导和
暗访检查；出台《农村公路扬尘保洁方
案》，对全市所有农村公路道路和重点管
控路段进行扬尘保洁督导并实行“以克论
净”考核月排名，持续完善考核模式；高
速、普通公路两侧用地范围做到“四净两
绿”，督导辖区政府落实两侧50米范围实
现“三无两化”，力求“全路无垃圾，车行无
扬尘”；建立路面破损排查和修复动态管
理机制，压实路面养护责任，2018年筹措
1238.7 万元专项资金，修建破损路面

11.27万平方米,农村公路管养水平不断
提升；强化施工扬尘监管，严格扬尘防治

“八个百分之百”措施，执行开复工验收、
“三员”管理、扬尘防治预算管理等制度，
高标准完成了环保示范路工作。

道路通了，地面净了，车辆管理也要
跟上。推进交通公安治超联合执法常态
化制度化，联合开展治超行动，严厉打击
货车超限超载，2018 年查处超限车辆
3807台，卸货13.8万吨，极大地震慑了不
法分子。

今年，安阳市政府研究出台了《安阳

市治理货物运输源头超限超载实施方
案》，实施最严格的源头治超，将大宗货物
年货运量 20万吨以上的 43家重点工矿
企业纳入源头监管，对县域货运企业、车
辆、驾驶员登记造册、分片包干；加大科技
治超力度，建成超限站“四级联网”系统，
积极推进非现场执法系统建设，建成 4
套、筹建4套，科技治超能力有效提升；开
展出租车、网约车、班线客车和旅游客车
综合整治行动，重点加大异地营运旅游包
车、出租车非法拼客治理力度，促进客运
市场公平竞争，客运市场秩序明显好转。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高广峰

执法人员正在工作

美丽整洁的任石线

风景如画林石线

新能源货车整装待发

安阳新能源公交车经过中国文字博物馆
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平 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4

“看我的车多干净。”“今天我的好评
最多。”9月 12日，安阳市公交集团服务处
处长贾洪彬指着手机上的集团工作群对
记者说，“以往，大家都是在群里晒车、晒
房、晒娃。现在，公交人以集团为家，比的
是车厢卫生与服务水平。”

晒服务评价、比车厢干净，是安阳市
公交集团今年开展“六个一”措施的一个
缩影。近年来，安阳市城市建设步伐日益
加快，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公交
在城市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缓解交通拥
堵等方面的作用愈发重要，在市民出行中
承担的作用更加凸显。

为此，该公司将2019年定位为安阳公

交的营运主题年，紧紧围绕“为乘客提供更
安全、更方便、更舒适的出行服务”之初心和
使命，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以“六个一”措施为抓手，不
断规范公交运营秩序、提升公交服务品质，
用公交文明促进城市文明，引领社会文明。

不仅公交车有了更严格的服务标准，
被称为城市文明“流动窗口”的出租车，也
有了专人来监督。

今年 8 月，来自不同行业的 20 名群
众成为该市首批出租汽车行业社会监督
员。他们将和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一起，担
负起监督出租汽车行业的不规范、不文明
行为的职责。

“为进一步规范安阳市出租汽车驾驶
员经营行为，全面提高出租车行业服务水
平，提高城市文明形象，助力安阳市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我们向社会公开招募了首
批出租汽车行业社会监督员。”安阳市道
路运输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聘任期间，这些社会监督员
将积极参与市道路运输局组织的出租汽
车行业监督检查活动，也承担着向社会各
界宣传出租汽车行业管理相关法律法规
和政策规定的义务。

启用省出租汽车二维码识别系统，
组建党员先锋车队，开展驾驶员专题培
训，强化违规驾驶员培训，实行月检制

度，督导检查常态化，制作粘贴车身创文
要素……安阳市还在出租汽车行业内实
施多项新措施，旨在扎实推进、落实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和巡游出租汽车运营服务
提质活动两项工作，提高出租汽车行业服
务水平，为提升城市文明形象助力。

千古百业兴，先行在交通。从破解
“出行难”“乘车难”“运货难”，到加快构建
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
合交通体系；从“平面交通”到“立体交
通”；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
展”……在加速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全
面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征程中，安阳交通
正在跑出加速度。

绿色发展绿色发展 交通先行交通先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