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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战“疫”地方巡礼

许昌篇

筑牢防疫屏障 彰显交通担当
——许昌市交通运输系统战“疫”回眸

从守好交通“卡口”到保障抗

疫物资运输，从推动复工复产到服

务群众生产生活，夯实战“疫”防

线，彰显着许昌交通人的担当。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在许昌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许昌市交通运输局把疫情防

控工作作为当前最紧迫、最重要的

政治任务，迅速、及时对交通运输

系统疫情防控工作进行部署，坚决

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织出疫情防控

“交通网”，保障了公路交通网络不

断、应急运输绿色通道不断、必要

的群众生产生活物资运输通道不

断，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交通保障。

因疫情防控需要，许昌公共交通一度停
运，社区实行封闭式管理，也给群众生活带来
不便。许昌市交通运输局不推诿、不回避，心
系群众生活，主动担当作为，当好百姓“服务
员”。

2月 11日，得知教育部门需要去郑州取
运一批消毒液，用于全市教育系统疫情防控
工作，许昌市交通运输局立即安排万里运输
集团派出应急运输车辆，由两名驾龄丰富的
驾驶员前往郑州，当天下午将消毒液安全运
送回许昌。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许昌市交通运输
局完善应急运输与物流预案，协调运输单位
抽调 50名驾驶员、50辆货车，强力保障疫情

防控应急物资、生活物资、重点生产物资的运
输，先后出动车辆上百辆次。

为保证许昌群众正常生活需要，他们想
方设法保证物流服务正常，方便群众生活，为
稳定人心、取得许昌战“疫”阶段性胜利作出
了突出贡献。

许昌交通人的奉献和付出也赢得了民众
的信赖和真情回报。

疫情防控设卡期间，不少在卡点执勤的
交通执法人员值班时无法按时就餐、只好将
就着吃方便面。许昌“爱在行动”公益联盟创
始人李晓勇就连续 20多天为他们送爱
心餐，直至卡点取消。“交通执法人员不
惧危险，冲锋在防疫一线，让我非常感

动。看到同志们吃不上一口热饭，我觉得可
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用行动表达对他们
的敬意!”李晓勇说。

心连心，鱼水情。许昌爱心企业和爱心
人士自发组织起来，纷纷来到一线疫情防控
卡点，送上了防疫物资和慰问品，送上了敬意
和爱心。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全社会的爱心也
让战斗在一线的交通执法人员心里更暖，更
加坚定了他们守护人民的信心。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
不会来临。许昌交通人在抗击疫情的战斗
中，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筑牢了交通运
输战“疫”防线，也诠释出他们的风采与担当。

1 月 21 日、23 日、25 日、26 日、27 日、28
日……这是许昌市交通运输局连续召开紧急会
议的时间轨迹，也印证着工作的紧张状态。

许昌交通发达，有 5 座高铁站、4 条高速公
路，国省干线公路点多面广，管控难度大。面对
汹汹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许昌市高度重视，迅
速贯彻落实上级要求，对全市交通运输系统疫情
防控工作进行再强调、再安排、再部署。

1月 21日，许昌市就已全面落实公交车、出
租车的“每日两次消毒”和“每班次通风”，执行严
格的消毒程序，确保车辆无遗漏，保证车体卫生
清洁。

1月 23日，许昌市停发一切进入武汉的旅游
包车，目的地或者途经地包含武汉已出团车辆。
全市各客运站和班线企业停发前往武汉的长途
客运班线。

1月 25日，许昌市所有省际、市际、县际、县
内客运班线，水上公交、城际公交和旅游包车客
运车辆全部停运，汽车站进行临时封闭，对外来
客运车辆实行下车体温检测和实名登记。

自 1月 27日零时起，许昌市区城市公交、巡
游和网约出租汽车暂停营运；全市驾培机构全面
停止学员报名、面授教学、驾驶操作培训等人员
接触活动，坚决斩断疫情传播途径……

交通运输是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许昌市
交通运输同卫生健康、公安交警以及属地政府
等密切协同，在全市设置 60 个疫情防控检查
点，其中高速公路检查点 14 个、高铁及普速铁
路车站检查点 8个、国省干线检查点 29个、县乡
及市政道路检查点 9个，坚持领导带班、靠前指
挥，开展 24 小时不间断执勤，对入市车辆和人
员开展体温检测和登记劝返工作，对疑似发热
人员立即上报隔离检查，确保人民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

“交通运输是疫情防控的重要一环，我们的
任务是守好城市大门，坚决不让疫情在许昌蔓
延……”每到一处疫情防控卡点检查，局领导都
要给执勤值守的队员们加油打气。

了解到一线人员存在口罩不足、防护不到位
等问题，许昌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想方设法筹措了
230 件棉衣、600 斤 84 消毒液、100 件方便面、
20000余个口罩等急需物资，送往各县（市、区）
执法检查点，尽全力保障一线人员的安全防护和
身体健康，振奋了一线工作人员的战“疫”信
心。

“师傅，要戴好口罩，这是非常时期，不能大
意。”在各个高速公路路口，执勤值守的交通执法
工作人员严格按照“逢车必检”的要求，不漏一
车、不漏一人，对过往车辆全覆盖检查，切实阻断
疫情输入渠道。同时，对过往车辆登记、消毒，发
放疫情防控宣传资料，并督促司乘人员做好防控
工作。据统计，截至3月上旬，全市各疫情防控检
查点累计检查车辆 20余万辆次，检测人员 40多
万人次，劝返湖北等外埠车辆上万辆，向卫健部
门移交发热人员 65人，筑牢疫情防控的第一道
屏障。

2月 3日，在位于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西继迅达电梯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眼看着
一台台电梯下线装机，可该公司总经理刘刚
却眉头不展。

原来，作为知名电梯设备供应商，西继迅
达接到了北京市住建委发来的紧急通知，希
望西继迅达为重启建设的小汤山医院提供部
分电梯设备，其中的SL6000系列医用电梯必
须于 2月 8日运抵北京。眼看着离截止日期
越来越近，却遇到了物流不畅的问题。

正在刘刚着急之时，当地交通运输部门
主动上门，为企业办理应急车辆绿色通行证，
又联系万里运业提供优质服务，使西继迅达
的12台医用电梯先后运往北京小汤山医院。

“物资运输是‘生命线’，坚决不能断。”面
对疫情，许昌市交通运输局明确提出，确保全
市防疫物资运输快速通畅，特别是要保证通
往湖北的运输通道畅通无阻。

1月 25日，农历大年初一，禹州市福田瓷
业董事长李福田接到了武汉火神山医院项目
部的求助电话，火神山医院急需一批定制的
陶瓷卫浴用品！了解到相关信息后，当地交
通运输部门第一时间开通“绿色通道”，为送
货车辆办理了应急车辆绿色通行证(A证)，使
这批抗疫物资按时运抵武汉火神山医院。

许昌市交通运输局严格落实“一断三不断”
（一断：坚决阻断病毒传播渠道；三不断：公路交
通网络不能断，应急运输绿色通道不能断，必要
的群众生产生活物资运输通道不能断）和“三不
一优先”（不停车、不检查、不收费，优先保障通
行），坚决做好疫情防控交通运输保障各项工作。

为方便应急车辆绿色通行证办理，许昌
市交通运输局办证人员坚持 24小时在岗值
班，对需要办理且符合办理程序的企业和人
员做到应办即办，快速办理。

一张张绿色通行证，使许昌正德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医护用品原材料，发往湖
北、山东、浙江、安徽等地，助力当地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畅通的绿色通道，推动许昌远东
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的高端传动产品发往贵
州、山东、北京，为保障当地医用 120救护车
辆正常运行发挥了积极作用……

截至 3月 10日，许昌市累计办理疫情防
控应急通行证（A 证）390 张，使全市 11500
吨应急物资实现跨省运输，跨省运输的省份
有湖北、浙江、福建、江苏、安徽、北京、重庆、
广西等 20多个省（市、自治区），为全国各地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了许昌力量。

许昌市交通运输局还成立了 6个督导检
查组，深入到辖区各疫情防控检查点检查、指
导疫情防控和道路保通工作，督促按要求规
范设置，加强入市车辆登记劝返工作和入市
人员体温检测，并确保全市辖区内高速公路、
国省干线、县乡公路畅通无阻。

企业复工复产，交通运输先行。
随着疫情态势转好，各地纷纷开启复工

复产模式，企业“用工难”和外地员工“返程
难”问题接踵而来。如何做到既能保障务工
返程的大众需求，又能降低疫情传播的风险
指数？许昌市交通运输部门积极探索“点对
点”定制客运等服务模式，深入细致地做好复
工复产交通保障工作。

2月 24日 8时许，在许昌市东城区管委
会组织下，3辆来自许昌万里运输集团的大
巴车启程前往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接63名
当地农民工返岗。

“现在还处于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农民工
外出打工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再加上奔波
千里也有传播的风险，我们开通外省农民工
返岗专车，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问题。”许
昌市万里运输集团董事长陈宇飞说。

为了开出返岗专车，许昌市交通运输等

部门下足了功夫：每辆车配有两个专职司机，
采用“点对点”、定制化的运输方式，路上由东
城区公安部门全程护送；为了确保安全，3辆
55座的车，只接 63名当地务工人员，且人员
全部要有四川省开具的健康证明；路途中严
格做好车辆运行安全管控、测温与消杀等各
项措施；车厢后部预留了部分座位用于途中
留观使用；运输过程中人员用餐实行分餐制。

“我们为这样的优质服务点 100个赞！”
招工企业——许昌中建观湖珑府项目负责人
王银忠说，“企业复工后一直处于‘吃不饱’状
态，特别是熟练工短缺。此次派出‘专车’接
人，将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

“登”上返岗复工专车的还有一批批许昌
籍外出务工人员。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是国家公布的第二批重点防护物资及生活
必需品生产用工困难企业之一，今年 2月份
需要大批工人复工返岗，其中有 138人是许

昌籍务工人员，分布在全市 6个县（市、区）。
许昌市交通、人社、卫健等部门联手开出返岗
复工专车，确保了员工有序、顺利、安全返岗
工作。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向省内及沿海地区
发出返岗复工定制包车 400余台次，累计运
送返岗复工人员11000余人次。

为统筹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和经济社会全
面发展，许昌市交通运输局主动与相关企业
对接，掌握运输需求计划，组织运输单位做好
车辆调配、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通过开设定
制公交、通勤公交等形式，服务企业生产。

如今，许昌城市公交为河南瑞贝卡发制
品股份有限公司、许继集团公司、河南金欧特
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豫辰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等 7家企业提供点对点定制公交服
务，截至 3月底共投入车辆 407台次，运营班
次900余班，累计运送乘客1.85万人次。

畅通绿色通道 做好应急物资运输工作2

开“专车”接外省返岗农民工 强力推动复工复产3

坚持民本理念 着力服务百姓生活4

守好城市大门

许昌交通人冲锋在前1

护卫援助武汉勇士回家

▲党员志愿者
在车辆防控消毒点
值班

◀坚持对客运
车辆进行每班次消
毒通风，确保公共
交通运营安全

许昌万里运输集团承担许昌市支援武汉医疗
队赴郑集结运送任务

派出定制包车三天两夜往返2650公里迎接返
豫复工企业员工

组织汽车站和营运车辆开展防控新冠肺炎应急演练

许昌市交通运输局领导到疫情防控监测点督
导疫情防控和运输保障工作，慰问一线执勤人员

□董学彦 王烜 白树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