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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2日，省交通运输

厅党组理论中心组召开视

频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

四十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四卷）有关文章。

厅领导及厅机关各部门主

要负责人，厅直各单位党委

（总支、支部）书记通过视频

参加会议。厅党组成员、省

纪委监委派驻厅纪检监察

组组长谢统纲及省邮政业

安全中心、省交通科技通信

中心主要负责人作交流发

言。

会议强调，各级党组织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四十

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

深化反腐倡廉，把严的主基

调坚持下去，一体推进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要充

分发挥政治监督作用，深入

开展有针对性的党性教育、

警示教育，督促公正用权、

依法用权、廉洁用权。要以

实际工作成效为标尺，持之

以恒加强作风建设，始终以

优良作风抓落实、促发展。

会议指出，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

贯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与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对交通运输工作

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起来，

与贯彻落实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做好全省

交通运输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扎实推进全

省重大交通项目建设、公路保通保畅和应急抢

险救灾等重点工作，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

动甘肃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为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当好先行。

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总体国家安全观的

丰富内涵，始终坚守“人民交通为人民”的初

心，着力提升交通运输保通保畅和应急救援能

力，加强重点领域安全隐患排查力度和安全生

产监督检查力度，将安全发展理念贯穿于交通

运输全领域和全过程。要加快推进我省交通

运输领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改造，为全

省“一核三带”区域发展做好支撑保障。

（马季 苟军秀）

7 月 25 日，省交通运输厅召开

2022年全省交通运输建设投资年中

调度（视频）会，通报上半年全省交通

运输项目投资及形象进度完成情况，

解读国务院、省政府稳住经济一揽子

政策措施及《全省交通运输行业保畅

通保投资稳经济任务书》，安排部署

下半年交通运输投资及项目建设工

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陈亚民出席

会议并讲话，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胡

雄韬主持会议，厅总工程师祁伟及厅

机关各部门负责人、驻厅纪检监察组

相关人员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上半年，全省各地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省属交通企业及各PPP项目公

司共克时艰、奋力拼搏，有效推进全

省重大交通项目建设。省交通运输

厅进一步加大协调力度，主动上门服

务，解决项目推进难题，加快项目审

批，通过实施质量和管理“双提升”行

动等措施，有效提升全省公路建设项

目推进力度和质量安全保障工作，有

效规范了建设市场，全省交通建设项

目质量、安全、进度等总体形势向

好。全省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累

计完成 448 亿元，同比 2021 年增长

11.8%；年度计划建成的 30个项目中

已完成建设任务项目 9 个，已建成

G3011敦当高速、G341二十里沟口至

车路腰岘公路、G312线七墩至瓜州公

路等高速（一级）公路400公里，占年度

计划建成里程700公里的57.1%，其余

21个项目正全力推进建设。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

刻认识当前形势下做好保畅通保投

资稳经济工作的极端重要意义，全面

对标中央和省上关于扩投资稳经济

的各项政策措施，将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把

保畅通、保投资、稳经济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鼓足

干劲、攻坚克难，以超常规举措和力

度，奋力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要强化

行动自觉，对标对表全省交通运输工

作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年度预投资

计划安排和月度计划任务、“两保一

稳”任务书及相关安排部署抓落实。

要主动担当作为，切实拿出创新务实

举措加快破解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

解决好“钱从哪里来”“地从哪里来”

“怎么样才能干成干好”的问题，用足

各类政策，用好现有资金，用活创新

机制，提高土地利用率，做足项目前

期工作，加强督导调度考核，强化求

变创新，推动工作落实见效，主动服

务、纾困解难，合力推动项目尽早开

工形成有效投资。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疫情防控形

势和投资进度实际，省厅制定了《全

省交通运输行业保畅通保投资稳经

济一揽子措施任务书》，提出了贯彻

落实国务院、省政府稳住经济的一揽

子措施的任务清单，包括保障路网物

流畅通、确保年度计划投资和稳住行

业经济大盘三个方面共 10项任务措

施。任务清单牵头部门要切实扛起

责任，抓好督促落实工作；各省属企

业、各市州交通运输局要逐一对标落

实主体责任，共同推动政策措施落实

落细。

定西市、陇南市、兰州市交通运

输局（委）及省公航旅集团、省公交建

集团负责人作交流发言。各市（州、

矿区）交通运输局（委）领导班子及有

关业务部门负责人，省邮政管理局负

责人，厅属在兰单位、省属各公路发

展中心、各高速公路处党政主要负责

人，省公航旅集团、省民航机场集团、

省公交建集团、省交投公司及省列交

通重点项目负责人在分会场参加会

议。 （马季 李丽)

2022年全省交通运输建设投资年中调度会召开

省交通运输厅出台
4项措施支持兰州市抗疫

近日，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出台 4项措施，支

持兰州市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一是多渠道筹集100万元支援兰州市交通检

疫工作，用于满足兰州市交通物流、物资运输保

障及交通管控等重点工作资金需求。二是疫情

期间，设立重要防疫和生活物资“绿色通道”，为

兰州市运输医疗、生活、应急物资和医护人员的

车辆，可凭通行证明免除当次往返省内高速公路

的通行费。三是根据兰州市疫情防控需要，在省

属公路养护、路政执法、高速运营单位抽调200名
工作人员，支援兰州市“两站一场”交通检疫工

作。四是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社会担当，倡议厅属

单位和交通行业国有企业，向兰州市捐赠一批急

需的抗疫物资。 （来源：厅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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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交通强化6项机制全力保障货运畅通
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保障生产生活物资运输，支撑打

赢全省疫情防控攻坚战，服务时下

省内夏收夏播、农副产品购销和重

大项目建设运输需求，7月 26日，甘

肃省物流保通保畅工作机制印发

《关于做好当前货运物流保通保畅

工作若干措施的通知》，强化 6项机

制，全力保障货运畅通。

一是发挥保通保畅机制作用。

保持工作机制 24小时在线，优化工

作流程，由指挥部履行牵头抓总、统

筹协调职责，各成员单位密切配合，

形成工作合力，打通涉及民生和防

疫运输的堵点。

二是利用好通行证制度。优先

选择在 7天以内无中高风险区旅居

史、体温和健康码正常、持有48小时

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货车司机

执行跨区域运输任务。做好全国统

一式样《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

的审核和发放工作，做到“需发尽

发”。

三是执行好统一的防控通行政

策。对于来自常态化防控区的货车

司机，司乘人员体温、健康码正常，

扫场所码即可正常通行；对于来自

低风险区的货运车辆，司乘人员体

温、健康码正常，持48小时以内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的采取即采即走即

追。

四是建立跨区域协调制度。致

函外省支持我省物资运输车辆通

行，畅通跨省货运通道。建立健全

跨县区、跨市州协调机制，及时协调

解决省内跨区域货运不畅问题，畅

通省内货运通道。

五是建立多渠道监督机制。充

分利用 12345、12328 热线电话和整

治“层层加码”投诉举报电话、整治

疫情防控“层层加码”问题“留言板”

（整治疫情防控“层层加码”问题留

言 - 甘肃省交通运输厅 (gansu.gov.
cn)），受理群众反映的交通过度管

控、货车通行不畅等问题。

六是建立“一事一调度”机制，

全力打通货运物流运输堵点。

（来源：厅运输处）

“总是在梦里，看到自己走在归乡路上。”每当听到

这句歌词时，不觉心有感触。走路是人的本能，却是每

个人一生的课题，自己走路，走自己的路，也成为了多

少离家游子的心声。

我的家乡漳县，风景优美，绿树成荫。它位于定西

市南部，东连武山、西邻卓尼、南靠岷县，北与陇西、渭

源接壤，地处黄土高原和秦岭山地交汇过渡地带，历史

文化悠久，物产丰富，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冲。

我讲述的故事，要从家乡道路的变化说起……

儿时，听奶奶说，爸爸小时候为了读书要从家里自

带干粮，天还没亮就走在了弯弯曲曲、满是泥土的羊肠

小道上，走一天才能到县城。到后来，羊肠小道虽变得

稍宽一点，但下雨时还是一样，路面泥泞不堪、坑坑洼

洼，走完路裤腿上都是泥水……

我去外地上学时，分水岭盘山公路至今令人难忘，

路中间总会有大大小小的坑，用小碎石填满，凹凸不

平，等车到山顶时，胃里已是“翻江倒海”，车后漫天尘

土遮住了路的模样。但就是这样的一条路，却是当时

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是人们进出家乡的主要途径。

“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的利好政策如春风送

暖，在一群可爱、亲切的公路人的建设下，平坦的公路

代替了崎岖泥泞的小道，大家外出更加便捷。晴天，不

用和漫天灰尘打交道；雨天，不用担心变成“泥娃娃”。

原来的泥水路变成了宽阔平坦的水泥路，能容得下两

辆汽车并行，蜿蜒曲折的山路像一条彩带，写着家乡名

称的路牌高高挂起，醒目而温馨地指引着我回家的方

向。

路通带来百业兴。交通作为“民生”工程的重要组

成部分，推动家乡日新月异，也改变着老百姓的思想观

念。美丽乡村遍地开花，各村有各村的特色。我惊叹

家乡所经历的一切，交通道路的变化，带来交通工具的

变化，60年代靠步行、70年代骑自行车、80年代骑摩托

车，现在，小汽车已经普遍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以前的

穷乡僻壤，现已成为旅游胜地，家乡的老人感叹道：“没

有便利的交通，没有美丽乡村建设，咱们这儿不可能有

这么大变化。”

随着陇漳高速公路项目的建设，黄芪、当归、漳盐

等家乡特产将登上时代发展的列车走向天南海北，一

条条资源路、旅游路、产业路盘活了农村地区的特色资

源，带着乡亲们把小康生活过得越来越有滋味。我回

家的路程将从两三个小时缩短到一个多小时，游子归

乡的路也更加方便。

我的脚印在路上排成一排排，身前身后都是那份

魂牵梦绕的思念和朴实无华的故乡情。

路

向城市延伸

向经济延伸

向幸福延伸

（作者单位：定西高速公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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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酷热难耐的夏天，我

就想念我的老家卓尼县藏巴

哇了，而这个时候正是藏巴哇

的蓝靛果密密匝匝缀满枝头

的季节。蓝靛果那种香甜、那

种爆汁，没有一个人能抵挡它

的诱惑。

在老家藏巴哇及临潭、岷

县绝大部分地区，因蓝靛果长

得像斑鸠的嘴、羊的奶头，又

像诱人的玛瑙，人们便形象地

称之为斑鸠嘴儿、羊奶头儿或

波瑙儿。蓝靛果是落叶灌木，

树高 1.5-3米，老树粗若成人

大腿，树皮如披了一层褐红色

的鬃毛，用手一撕便能撕下

来。其果子呈蓝黑色，长约 2
厘米，果子皮上有一层淡淡的

白粉，一般在五六月间开花，七八月间结果。常

生长于海拔 2500-3500米的落叶林下，河岸、沼

泽灌木丛或高山林下生长更多，喜欢湿润性气

候，抗寒能力强，在零下 40多摄氏度能安全越

冬。

在藏巴哇镇上巴都村，野草莓、白瓢儿、树

莓、刺莓、野樱桃、沙棘果、玛木果、野李子应有

尽有，但我最爱吃的要属蓝靛果了。我对老家

林区的蓝靛果生长区域可谓了如指掌。哪儿的

树粗大、挂果繁且甜，哪儿的树纤细、挂果稀疏

还有点苦味，都清清楚楚。当你进入林区，要想

吃到蓝靛果，一定要顺着林底河谷寻找，在甘泉

哗哗响的地方，便是它茁壮成长的家园。这种

野果树特别好认，它的树皮乍一看以为全部脱

皮了，一块块褐红色的树皮皱皱的悬挂在树干

上，在果子成熟的季节，远远看上去是一树醒目

的蓝色，没见过的人往往会误认为自己看花了

眼睛，当你走到跟前定睛一看才发现，那些远远

看上去清晰可见的蓝色，居然是累累硕果挂满

枝头的蓝靛果。它全身没有一颗刺，任凭你摘

着吃、揪着吃或者干脆坐在粗壮的树干上一把

把捋着吃。一股股甘泽心脾的甜蜜在爆汁中流

过味蕾，刺激着人们的食欲，不由得吃了一把又

一把，肚皮快撑破了也不愿离开，然后再采摘一

竹笼子，提回家与家人共享。

蓝靛果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

俄罗斯把蓝靛果加工成宇航员专用饮料以补充

他们在太空中的营养。它有清热解毒、散痈消

肿的药用价值，被人们广泛用于疔疮、乳痈、肠

痈和湿热痢疾的治疗中。蓝靛果不仅分布在甘

肃各林区，更广泛的分布在我国黑龙江、吉林、

辽宁、内蒙古、河北、山西、宁夏、青海等地。

（作者单位：甘南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卓尼公路段）

在归乡路上在归乡路上
□
后
志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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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三部门联合下发紧急通知全力保障“菜篮子”产品正常流通
为确保当前“菜篮子”产品正常流通、供应充足、价

格稳定，省农业农村厅、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公安厅7月
23日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级相关部门优化防疫通行

措施，全力保障疫情防控期间“菜篮子”产品正常流通。

通知要求，各级相关部门要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的决定部署，

多措并举保障“菜篮子”产品运销畅通、供给充足。迅

速排查道路通行情况，特别是兰州市周边市县道路通

行情况，严禁违法断路封路等阻断交通的行为，确保通

往农产品生产基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种植

养殖场户（合作社）、蔬菜重点产区（村）、饲草料生产以

及加工、储藏、屠宰企业等关键场所的公路畅通，保障

“菜篮子”产品正常生产和流通有序。组织引导农户、

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抓好“菜篮子”产品生产，严禁以防

疫为由，擅自设卡拦截、随意断路封村，不让农民下地

种田、限制农机通行作业。加强“菜篮子”产品生产调

度和日常监测预警，研判产销形势，组织生产企业和流

通企业有序开展供需对接，既要保障省内“菜篮子”市

场供应，又要推动高原夏菜、马铃薯和肉蛋奶等大宗鲜

活农产品外销通畅。

严格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对整

车合法装载运输全国统一《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规定

产品的车辆免收车辆通行费。科学合理设置防疫检查

点并及时通报，运销企业可根据通行地防疫政策和实

际运输需求，依据物资类别申领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

行证。实现快申快办、全国互认，做到优先承运、优先

装卸、优先查验、优先放行，不得层层加码限制运输。

精准实施“菜篮子”产品运输车辆司乘人员管理，对来

自常态化防控区的货运车辆，司乘人员体温、健康码正

常即可正常通行；对来自低风险区的货运车辆，司乘人

员体温、健康码正常，且能够提供 48小时以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不得限制通行，并即采即走即追。

（洪文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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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疫情正吃紧，又赶上汛期。对我们

来讲，这是加试题、更是冲刺题，各单位一定

要全力以赴、统筹推进，向全省群众交出满意

的交通答卷。”派驻省交通运输厅纪检监察组

负责人在日前的工作调度会上向厅属单位提

出要求。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派驻省交通运输厅

纪检监察组快速反应、果断应对，立即督促

省交通防疫“一办五组”在第一时间激活省、

市、县三级交通检疫应急指挥和工作体系；

督促全省各级交通运输部门全面落实“十

快”要求，指导各地对道路客运和城市客运

进行运力压减调整，对部分线路停班停运，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降低疫情扩散风

险；督促高速公路收费部门在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政策同时，优先保障重点物资、生产生

活物资、防疫车辆通过，守牢守住物资保供

交通底线。

7月 9日开始，派驻省交通运输厅纪检监

察组聚焦重要场所、关键环节，与省疫情联防

联控小组交通检疫组联合派出5个督查组，派

驻组负责人靠前指挥，对兰州、陇南、天水、定

西等四个地区的“两站一场”、“一站一区”、交

通防疫查验点等85个单位（部门）和交通建设

项目工地、国省道公路重点部位等 11个重点

区域开展滚动式、循环式督导检查，督促单位

（部门）细而又细落实疫情防控各项要求。此

次督检，累计发现问题29个，提出整改意见或

建议 24条，现场反馈、即知即改。5个督查组

对整改落实情况视情采取“回头看”，确保疫

情防控交通防线越筑越牢、越织越密。

截至 7月 22日，全省高速（一级）公路正

常运营收费站245个；通过地方政府或高速公

路运营部门设置疫情防控查验点244个，服务

区核酸便民检测采样点累计采样50386份。

7月 10日以来，受持续降雨影响，全省部

分国省干线及农村公路多处出现山体滑坡、

坍塌、泥石流等险情。省交通运输厅迅速启

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各养护单位按照“随断

随抢，随抢随通”和“先抢通、后修复”原则，昼

夜不停进行“人工+机械”处置。派驻厅纪检

监察组深入陇南康县、成县、两当等地，对防

汛抢险工作进行现场督检，督促有关单位在

抢险同时，保障人员安全。

截至目前，全省公路系统组建公路应急队伍179支、

投入应急人员 16000余名、应急设备 1200余辆（台、套），

抢修抢通省养高速公路水毁路段8条23处、省养普通干

线公路水毁路段29条770处、农村公路水毁路段1725条
5175公里。

派驻省交通运输厅纪检监察组将持续跟进，以“等

不得”的急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督促驻在部门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防汛抢险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王晓冬 席婧婧）

疫情防控，有我！
面对当前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甘肃省交通运输厅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

部署要求，统筹协调全厅力量，深入抗疫一线，参与值班值守、安全防控等防疫工作，全力以赴落实落细疫

情防控各项工作措施，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贡献力量。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按照省委组织部、省委直属机关工委《关于选派干部深入社区参与疫情

防控的通知》要求，厅党组闻令而动，积极响应，号召党员干部下沉驰援一线防疫工作。按照“自愿报名、就近

就便”原则，厅机关和厅属单位精心选派的30名党员志愿者，和自愿响应号召主动深入社区参与疫情防控工

作的23名年轻干部下沉社区一线，支援协助网格点疫情防控工作，为兰州市各社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 自 7月 19日接到命令后，53名下沉干部听
从指挥、吃住在岗，风雨无阻、日夜奋战，已
经在 20 余个街道社区连续奋战了多个昼
夜，配合协助医务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开
展值班值守、登记管理、核酸检测、“敲门行
动”、抗原发放、流调排查、物资运送、环境
消杀、秩序维护等疫情防控工作，在疫情防
控一线全面展示交通干部的良好形象。

◀“在困难面前，冲在最前面不是医
生的专利，我是一名党员，我有责
任，我也有义务站在第一线。”23岁
的贠强同志是一名新时代的兰州
公路人，他们一家人都奋战在抗疫
一线，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
情，他不怕苦不怕累，始终冲锋在
前，坚守在志愿服务岗位上，不打赢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绝不后退。

▲ 省高速路政执法总队张骞是第一个主动报名的同志。他说：“疫情防控出
人出力义不容辞，而且我们家就在周家庄社区，这也是在帮自己。”每天的核
酸检测点现场，他总是第一个到位，组织居民做好防护措施、帮助老人打开
健康码、维护现场秩序，用热心、细心展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担当。

◀ 省交通建设质量安全造价中心干部化身快递员、服务员、联络员，用速度和
温度，同社区群众共筑“疫”线“长城”，战斗在基层一线最需要的节点上。

◀ 兰州高速公路处主动下沉一线的党员
在站区岗位值守，践行党员的责任与
担当。

◀“老人、小孩请到这边排
队。”“请提前打开健康码。”

“请戴好口罩，保持一米间
距。”这是下沉社区一线、助力
疫情防控工作的党员张勇同
志这几天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语。无论是下雨天、还是艳阳
高照的晴天，都能看到他来回
穿梭在社区一线的身影，这样
的话他每天都会重复上千次，
但是他没有厌烦，遇到不会操
作健康码的居民，他也会耐心
指导，认真履职尽责，严把卡
口第一关，切断病毒传播途
径，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
一名高速公路普通党员的责
任与担当。

前不久，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

运输部联合印发《国家公路网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7月 25日，交通运输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专题对

最新版《规划》从专业解读和推进落实两方面做了进一

步介绍。根据《规划》，我省新增国家公路（国家高速公

路和普通国道）8条（国家高速2条、普通国道6条）。至

此，国家公路在甘肃境内达到 49条（国家高速公路 17
条、普通国道32条）。

国家公路作为综合立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

公路网的骨架，对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服务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规划》的实施，将使国家

公路在我省兰白都市圈、兰西城市群、河西走廊、民族地

区、革命老区等区域的布局结构更为合理，与新疆、青

海、宁夏间的省际通道更为完善，对服务我省高水平对

外开放、支撑“一核三带”区域格局高质量发展发挥积极

作用。

增强城市群都市圈交通联系

本次调整和新增的我省境内 8条国家公路，有 4条

位于大兰州经济圈和兰西城市群区域，这些路线将进一

步强化城市群、都市圈对内对外交通联系，完善以兰州

为核心的区域“轮辐状”交通基础网络，打造都市圈1小
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交通圈，助力“强省会”行动，

保障以兰州和兰州新区为中心、以兰白一体化为重点、

辐射带动定西临夏的核心经济圈发展。新增的G3032
永登至海晏高速将在G6京藏高速传统走廊的基础上，

形成我省进入青海的又一快捷通道；新增的G1816乌海

至玛沁高速兰州至永靖至临夏段，将形成兰州至临夏第

二快速通道，对分流G1816兰州段交通流量、缓解国家

高速共线段通行压力、对接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具

有重要意义；新增的G666景泰至兰州、G667武威至定

西2条普通国道将进一步强化兰州主城区与兰州新区、

白银的交通联系，优化大兰州经济圈“成环联网”的交通

网络。

图1 甘肃境内调整或新增国家公路路线示意图

完善向西开放大通道布局

在甘新两省交通运输部门共同谋划、积极争取下，

原 S314线阿克塞至若羌段正式调增为普通国道，补齐

了我省乃至内地进入新疆南疆方向普通国道缺失的短

板。新调增的项目编号为G571肃北至若羌段，项目起

点位于肃北县，经阿克塞县，与我省G3011敦当高速相

接，路线自东向西在甘新省界的拉配泉进入新疆，终点

位于若羌县巴什库尔干。该项目的实施，将极大改善我

省河西地区国道网布局稀疏、进疆通道单一的现状，我

省进入南疆的路线更加便捷顺直，将形成我国内地及华

北地区经甘肃马鬃山、瓜州、敦煌、阿克塞和新疆若羌，

到达南疆喀什距离最短、最便捷的公路运输通道，较原

G30连霍高速走哈密—库尔勒—若羌缩短里程约 800
公里、较哈密—吐鲁番—喀什缩短里程约 400公里，也

是我国内陆省区经南疆喀什，连通巴基斯坦等中西亚国

家的重要国际公路通道，对打造我省向西开放大通道、

完善出疆入藏通道布局、支撑“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

建设、加强民族团结及文化交流等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

意义。

图2 甘肃境内国家公路阿克塞至若羌段路线示意图

优化特殊地区交通网结构

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涉藏州县新增国道3条，将

极大缓解特殊类型地区交通项目建设资金难题，同时，

随着这些项目的实施，将显著改善区域交通基础薄弱的

局面，对优化县域发展环境、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老

区振兴步伐等具有重要意义。庆阳境内新增的G671合
水至华池公路，与既有的G341线共同形成太白—华池

—环县—宁夏海原—平川—白银—兰州新区的跨区域

快捷通道，将极大增强我省中部地区对陇东的向心力，

新增的G699红寺堡至泾川公路，将形成纵贯庆阳、连接

平凉、对接宁夏的又一纵向大通道，对改善沿线县域交

通条件、助力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完善省际旅游大环线

和能源运输大通道具有重要意义。甘南境内新增的

G668夏河至泽库公路，将进一步完善区域干线网络，加

密甘青省际通道，强化交通对区域发展的基础支撑作

用。

至此，我省境内国家公路规划里程约1.6万公里，较

2013版国家公路网规划规模增长 10%。其中国家高速

公路由 16条增至 17条，规划里程约 5400公里，所有地

级行政中心、城区人口 10万以上市县将按国家高速连

通，国家高速和省级高速将全面支撑“县县通高速”目标

的实现；普通国道由27条增至32条，规划里程约1.08万
公里，所有县级及以上行政中心、国家重要旅游景区、陆

路边境口岸以普通国道连通。本次调整或新增的国家

公路项目，均已分类纳入了甘肃省“十四五”公路水路交

通发展规划正选、备选项目库，其中G671合水（太白）至

华池公路按照省地企联建模式已开工建设，其余项目正

在加快推进前期。下一步，省厅将进一步完善国家公路

项目清单管理机制，细化项目推进时间表、路线图，全面

加快在建项目建设进度，形成更多有效投资，提速备选

项目前期工作，推动项目能开快开，同时积极争取交通

运输部资金支持，确保本次新调增的国道项目尽快落

地、加快建设、早日发挥效益，为全省构建“一核三带”区

域发展格局、加快实施“四强”行动、推动全行业“两保一

稳”做好交通支撑、贡献交通力量。

附表：甘肃境内国家公路布局规划方案表（郑嵘 郝若洋）

交通运输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专题介绍新版《国家公路网规划》
甘肃新增国家公路 聚焦兰西城市群、大敦煌文化旅游经济圈、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

强力支撑甘肃“一核三带”区域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

注：表中红色字体为本次调整或新增路线。

（郭峰 汪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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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三部门联合下发紧急通知全力保障“菜篮子”产品正常流通
为确保当前“菜篮子”产品正常流通、供应充足、价

格稳定，省农业农村厅、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公安厅7月
23日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级相关部门优化防疫通行

措施，全力保障疫情防控期间“菜篮子”产品正常流通。

通知要求，各级相关部门要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的决定部署，

多措并举保障“菜篮子”产品运销畅通、供给充足。迅

速排查道路通行情况，特别是兰州市周边市县道路通

行情况，严禁违法断路封路等阻断交通的行为，确保通

往农产品生产基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种植

养殖场户（合作社）、蔬菜重点产区（村）、饲草料生产以

及加工、储藏、屠宰企业等关键场所的公路畅通，保障

“菜篮子”产品正常生产和流通有序。组织引导农户、

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抓好“菜篮子”产品生产，严禁以防

疫为由，擅自设卡拦截、随意断路封村，不让农民下地

种田、限制农机通行作业。加强“菜篮子”产品生产调

度和日常监测预警，研判产销形势，组织生产企业和流

通企业有序开展供需对接，既要保障省内“菜篮子”市

场供应，又要推动高原夏菜、马铃薯和肉蛋奶等大宗鲜

活农产品外销通畅。

严格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对整

车合法装载运输全国统一《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规定

产品的车辆免收车辆通行费。科学合理设置防疫检查

点并及时通报，运销企业可根据通行地防疫政策和实

际运输需求，依据物资类别申领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

行证。实现快申快办、全国互认，做到优先承运、优先

装卸、优先查验、优先放行，不得层层加码限制运输。

精准实施“菜篮子”产品运输车辆司乘人员管理，对来

自常态化防控区的货运车辆，司乘人员体温、健康码正

常即可正常通行；对来自低风险区的货运车辆，司乘人

员体温、健康码正常，且能够提供 48小时以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不得限制通行，并即采即走即追。

（洪文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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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疫情正吃紧，又赶上汛期。对我们

来讲，这是加试题、更是冲刺题，各单位一定

要全力以赴、统筹推进，向全省群众交出满意

的交通答卷。”派驻省交通运输厅纪检监察组

负责人在日前的工作调度会上向厅属单位提

出要求。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派驻省交通运输厅

纪检监察组快速反应、果断应对，立即督促

省交通防疫“一办五组”在第一时间激活省、

市、县三级交通检疫应急指挥和工作体系；

督促全省各级交通运输部门全面落实“十

快”要求，指导各地对道路客运和城市客运

进行运力压减调整，对部分线路停班停运，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降低疫情扩散风

险；督促高速公路收费部门在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政策同时，优先保障重点物资、生产生

活物资、防疫车辆通过，守牢守住物资保供

交通底线。

7月 9日开始，派驻省交通运输厅纪检监

察组聚焦重要场所、关键环节，与省疫情联防

联控小组交通检疫组联合派出5个督查组，派

驻组负责人靠前指挥，对兰州、陇南、天水、定

西等四个地区的“两站一场”、“一站一区”、交

通防疫查验点等85个单位（部门）和交通建设

项目工地、国省道公路重点部位等 11个重点

区域开展滚动式、循环式督导检查，督促单位

（部门）细而又细落实疫情防控各项要求。此

次督检，累计发现问题29个，提出整改意见或

建议 24条，现场反馈、即知即改。5个督查组

对整改落实情况视情采取“回头看”，确保疫

情防控交通防线越筑越牢、越织越密。

截至 7月 22日，全省高速（一级）公路正

常运营收费站245个；通过地方政府或高速公

路运营部门设置疫情防控查验点244个，服务

区核酸便民检测采样点累计采样50386份。

7月 10日以来，受持续降雨影响，全省部

分国省干线及农村公路多处出现山体滑坡、

坍塌、泥石流等险情。省交通运输厅迅速启

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各养护单位按照“随断

随抢，随抢随通”和“先抢通、后修复”原则，昼

夜不停进行“人工+机械”处置。派驻厅纪检

监察组深入陇南康县、成县、两当等地，对防

汛抢险工作进行现场督检，督促有关单位在

抢险同时，保障人员安全。

截至目前，全省公路系统组建公路应急队伍179支、

投入应急人员 16000余名、应急设备 1200余辆（台、套），

抢修抢通省养高速公路水毁路段8条23处、省养普通干

线公路水毁路段29条770处、农村公路水毁路段1725条
5175公里。

派驻省交通运输厅纪检监察组将持续跟进，以“等

不得”的急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督促驻在部门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防汛抢险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王晓冬 席婧婧）

疫情防控，有我！
面对当前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甘肃省交通运输厅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

部署要求，统筹协调全厅力量，深入抗疫一线，参与值班值守、安全防控等防疫工作，全力以赴落实落细疫

情防控各项工作措施，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贡献力量。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按照省委组织部、省委直属机关工委《关于选派干部深入社区参与疫情

防控的通知》要求，厅党组闻令而动，积极响应，号召党员干部下沉驰援一线防疫工作。按照“自愿报名、就近

就便”原则，厅机关和厅属单位精心选派的30名党员志愿者，和自愿响应号召主动深入社区参与疫情防控工

作的23名年轻干部下沉社区一线，支援协助网格点疫情防控工作，为兰州市各社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 自 7月 19日接到命令后，53名下沉干部听
从指挥、吃住在岗，风雨无阻、日夜奋战，已
经在 20 余个街道社区连续奋战了多个昼
夜，配合协助医务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开
展值班值守、登记管理、核酸检测、“敲门行
动”、抗原发放、流调排查、物资运送、环境
消杀、秩序维护等疫情防控工作，在疫情防
控一线全面展示交通干部的良好形象。

◀“在困难面前，冲在最前面不是医
生的专利，我是一名党员，我有责
任，我也有义务站在第一线。”23岁
的贠强同志是一名新时代的兰州
公路人，他们一家人都奋战在抗疫
一线，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
情，他不怕苦不怕累，始终冲锋在
前，坚守在志愿服务岗位上，不打赢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绝不后退。

▲ 省高速路政执法总队张骞是第一个主动报名的同志。他说：“疫情防控出
人出力义不容辞，而且我们家就在周家庄社区，这也是在帮自己。”每天的核
酸检测点现场，他总是第一个到位，组织居民做好防护措施、帮助老人打开
健康码、维护现场秩序，用热心、细心展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担当。

◀ 省交通建设质量安全造价中心干部化身快递员、服务员、联络员，用速度和
温度，同社区群众共筑“疫”线“长城”，战斗在基层一线最需要的节点上。

◀ 兰州高速公路处主动下沉一线的党员
在站区岗位值守，践行党员的责任与
担当。

◀“老人、小孩请到这边排
队。”“请提前打开健康码。”

“请戴好口罩，保持一米间
距。”这是下沉社区一线、助力
疫情防控工作的党员张勇同
志这几天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语。无论是下雨天、还是艳阳
高照的晴天，都能看到他来回
穿梭在社区一线的身影，这样
的话他每天都会重复上千次，
但是他没有厌烦，遇到不会操
作健康码的居民，他也会耐心
指导，认真履职尽责，严把卡
口第一关，切断病毒传播途
径，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
一名高速公路普通党员的责
任与担当。

前不久，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

运输部联合印发《国家公路网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7月 25日，交通运输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专题对

最新版《规划》从专业解读和推进落实两方面做了进一

步介绍。根据《规划》，我省新增国家公路（国家高速公

路和普通国道）8条（国家高速2条、普通国道6条）。至

此，国家公路在甘肃境内达到 49条（国家高速公路 17
条、普通国道32条）。

国家公路作为综合立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

公路网的骨架，对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服务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规划》的实施，将使国家

公路在我省兰白都市圈、兰西城市群、河西走廊、民族地

区、革命老区等区域的布局结构更为合理，与新疆、青

海、宁夏间的省际通道更为完善，对服务我省高水平对

外开放、支撑“一核三带”区域格局高质量发展发挥积极

作用。

增强城市群都市圈交通联系

本次调整和新增的我省境内 8条国家公路，有 4条

位于大兰州经济圈和兰西城市群区域，这些路线将进一

步强化城市群、都市圈对内对外交通联系，完善以兰州

为核心的区域“轮辐状”交通基础网络，打造都市圈1小
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交通圈，助力“强省会”行动，

保障以兰州和兰州新区为中心、以兰白一体化为重点、

辐射带动定西临夏的核心经济圈发展。新增的G3032
永登至海晏高速将在G6京藏高速传统走廊的基础上，

形成我省进入青海的又一快捷通道；新增的G1816乌海

至玛沁高速兰州至永靖至临夏段，将形成兰州至临夏第

二快速通道，对分流G1816兰州段交通流量、缓解国家

高速共线段通行压力、对接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具

有重要意义；新增的G666景泰至兰州、G667武威至定

西2条普通国道将进一步强化兰州主城区与兰州新区、

白银的交通联系，优化大兰州经济圈“成环联网”的交通

网络。

图1 甘肃境内调整或新增国家公路路线示意图

完善向西开放大通道布局

在甘新两省交通运输部门共同谋划、积极争取下，

原 S314线阿克塞至若羌段正式调增为普通国道，补齐

了我省乃至内地进入新疆南疆方向普通国道缺失的短

板。新调增的项目编号为G571肃北至若羌段，项目起

点位于肃北县，经阿克塞县，与我省G3011敦当高速相

接，路线自东向西在甘新省界的拉配泉进入新疆，终点

位于若羌县巴什库尔干。该项目的实施，将极大改善我

省河西地区国道网布局稀疏、进疆通道单一的现状，我

省进入南疆的路线更加便捷顺直，将形成我国内地及华

北地区经甘肃马鬃山、瓜州、敦煌、阿克塞和新疆若羌，

到达南疆喀什距离最短、最便捷的公路运输通道，较原

G30连霍高速走哈密—库尔勒—若羌缩短里程约 800
公里、较哈密—吐鲁番—喀什缩短里程约 400公里，也

是我国内陆省区经南疆喀什，连通巴基斯坦等中西亚国

家的重要国际公路通道，对打造我省向西开放大通道、

完善出疆入藏通道布局、支撑“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

建设、加强民族团结及文化交流等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

意义。

图2 甘肃境内国家公路阿克塞至若羌段路线示意图

优化特殊地区交通网结构

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涉藏州县新增国道3条，将

极大缓解特殊类型地区交通项目建设资金难题，同时，

随着这些项目的实施，将显著改善区域交通基础薄弱的

局面，对优化县域发展环境、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老

区振兴步伐等具有重要意义。庆阳境内新增的G671合
水至华池公路，与既有的G341线共同形成太白—华池

—环县—宁夏海原—平川—白银—兰州新区的跨区域

快捷通道，将极大增强我省中部地区对陇东的向心力，

新增的G699红寺堡至泾川公路，将形成纵贯庆阳、连接

平凉、对接宁夏的又一纵向大通道，对改善沿线县域交

通条件、助力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完善省际旅游大环线

和能源运输大通道具有重要意义。甘南境内新增的

G668夏河至泽库公路，将进一步完善区域干线网络，加

密甘青省际通道，强化交通对区域发展的基础支撑作

用。

至此，我省境内国家公路规划里程约1.6万公里，较

2013版国家公路网规划规模增长 10%。其中国家高速

公路由 16条增至 17条，规划里程约 5400公里，所有地

级行政中心、城区人口 10万以上市县将按国家高速连

通，国家高速和省级高速将全面支撑“县县通高速”目标

的实现；普通国道由27条增至32条，规划里程约1.08万
公里，所有县级及以上行政中心、国家重要旅游景区、陆

路边境口岸以普通国道连通。本次调整或新增的国家

公路项目，均已分类纳入了甘肃省“十四五”公路水路交

通发展规划正选、备选项目库，其中G671合水（太白）至

华池公路按照省地企联建模式已开工建设，其余项目正

在加快推进前期。下一步，省厅将进一步完善国家公路

项目清单管理机制，细化项目推进时间表、路线图，全面

加快在建项目建设进度，形成更多有效投资，提速备选

项目前期工作，推动项目能开快开，同时积极争取交通

运输部资金支持，确保本次新调增的国道项目尽快落

地、加快建设、早日发挥效益，为全省构建“一核三带”区

域发展格局、加快实施“四强”行动、推动全行业“两保一

稳”做好交通支撑、贡献交通力量。

附表：甘肃境内国家公路布局规划方案表（郑嵘 郝若洋）

交通运输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专题介绍新版《国家公路网规划》
甘肃新增国家公路 聚焦兰西城市群、大敦煌文化旅游经济圈、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

强力支撑甘肃“一核三带”区域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

注：表中红色字体为本次调整或新增路线。

（郭峰 汪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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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2日，省交通运输

厅党组理论中心组召开视

频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

四十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四卷）有关文章。

厅领导及厅机关各部门主

要负责人，厅直各单位党委

（总支、支部）书记通过视频

参加会议。厅党组成员、省

纪委监委派驻厅纪检监察

组组长谢统纲及省邮政业

安全中心、省交通科技通信

中心主要负责人作交流发

言。

会议强调，各级党组织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四十

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

深化反腐倡廉，把严的主基

调坚持下去，一体推进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要充

分发挥政治监督作用，深入

开展有针对性的党性教育、

警示教育，督促公正用权、

依法用权、廉洁用权。要以

实际工作成效为标尺，持之

以恒加强作风建设，始终以

优良作风抓落实、促发展。

会议指出，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

贯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与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对交通运输工作

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起来，

与贯彻落实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做好全省

交通运输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扎实推进全

省重大交通项目建设、公路保通保畅和应急抢

险救灾等重点工作，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

动甘肃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为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当好先行。

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总体国家安全观的

丰富内涵，始终坚守“人民交通为人民”的初

心，着力提升交通运输保通保畅和应急救援能

力，加强重点领域安全隐患排查力度和安全生

产监督检查力度，将安全发展理念贯穿于交通

运输全领域和全过程。要加快推进我省交通

运输领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改造，为全

省“一核三带”区域发展做好支撑保障。

（马季 苟军秀）

7 月 25 日，省交通运输厅召开

2022年全省交通运输建设投资年中

调度（视频）会，通报上半年全省交通

运输项目投资及形象进度完成情况，

解读国务院、省政府稳住经济一揽子

政策措施及《全省交通运输行业保畅

通保投资稳经济任务书》，安排部署

下半年交通运输投资及项目建设工

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陈亚民出席

会议并讲话，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胡

雄韬主持会议，厅总工程师祁伟及厅

机关各部门负责人、驻厅纪检监察组

相关人员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上半年，全省各地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省属交通企业及各PPP项目公

司共克时艰、奋力拼搏，有效推进全

省重大交通项目建设。省交通运输

厅进一步加大协调力度，主动上门服

务，解决项目推进难题，加快项目审

批，通过实施质量和管理“双提升”行

动等措施，有效提升全省公路建设项

目推进力度和质量安全保障工作，有

效规范了建设市场，全省交通建设项

目质量、安全、进度等总体形势向

好。全省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累

计完成 448 亿元，同比 2021 年增长

11.8%；年度计划建成的 30个项目中

已完成建设任务项目 9 个，已建成

G3011敦当高速、G341二十里沟口至

车路腰岘公路、G312线七墩至瓜州公

路等高速（一级）公路400公里，占年度

计划建成里程700公里的57.1%，其余

21个项目正全力推进建设。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

刻认识当前形势下做好保畅通保投

资稳经济工作的极端重要意义，全面

对标中央和省上关于扩投资稳经济

的各项政策措施，将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把

保畅通、保投资、稳经济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鼓足

干劲、攻坚克难，以超常规举措和力

度，奋力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要强化

行动自觉，对标对表全省交通运输工

作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年度预投资

计划安排和月度计划任务、“两保一

稳”任务书及相关安排部署抓落实。

要主动担当作为，切实拿出创新务实

举措加快破解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

解决好“钱从哪里来”“地从哪里来”

“怎么样才能干成干好”的问题，用足

各类政策，用好现有资金，用活创新

机制，提高土地利用率，做足项目前

期工作，加强督导调度考核，强化求

变创新，推动工作落实见效，主动服

务、纾困解难，合力推动项目尽早开

工形成有效投资。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疫情防控形

势和投资进度实际，省厅制定了《全

省交通运输行业保畅通保投资稳经

济一揽子措施任务书》，提出了贯彻

落实国务院、省政府稳住经济的一揽

子措施的任务清单，包括保障路网物

流畅通、确保年度计划投资和稳住行

业经济大盘三个方面共 10项任务措

施。任务清单牵头部门要切实扛起

责任，抓好督促落实工作；各省属企

业、各市州交通运输局要逐一对标落

实主体责任，共同推动政策措施落实

落细。

定西市、陇南市、兰州市交通运

输局（委）及省公航旅集团、省公交建

集团负责人作交流发言。各市（州、

矿区）交通运输局（委）领导班子及有

关业务部门负责人，省邮政管理局负

责人，厅属在兰单位、省属各公路发

展中心、各高速公路处党政主要负责

人，省公航旅集团、省民航机场集团、

省公交建集团、省交投公司及省列交

通重点项目负责人在分会场参加会

议。 （马季 李丽)

2022年全省交通运输建设投资年中调度会召开

省交通运输厅出台
4项措施支持兰州市抗疫

近日，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出台 4项措施，支

持兰州市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一是多渠道筹集100万元支援兰州市交通检

疫工作，用于满足兰州市交通物流、物资运输保

障及交通管控等重点工作资金需求。二是疫情

期间，设立重要防疫和生活物资“绿色通道”，为

兰州市运输医疗、生活、应急物资和医护人员的

车辆，可凭通行证明免除当次往返省内高速公路

的通行费。三是根据兰州市疫情防控需要，在省

属公路养护、路政执法、高速运营单位抽调200名
工作人员，支援兰州市“两站一场”交通检疫工

作。四是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社会担当，倡议厅属

单位和交通行业国有企业，向兰州市捐赠一批急

需的抗疫物资。 （来源：厅办公室）



保畅通 保投资 稳经济

甘肃交通强化6项机制全力保障货运畅通
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保障生产生活物资运输，支撑打

赢全省疫情防控攻坚战，服务时下

省内夏收夏播、农副产品购销和重

大项目建设运输需求，7月 26日，甘

肃省物流保通保畅工作机制印发

《关于做好当前货运物流保通保畅

工作若干措施的通知》，强化 6项机

制，全力保障货运畅通。

一是发挥保通保畅机制作用。

保持工作机制 24小时在线，优化工

作流程，由指挥部履行牵头抓总、统

筹协调职责，各成员单位密切配合，

形成工作合力，打通涉及民生和防

疫运输的堵点。

二是利用好通行证制度。优先

选择在 7天以内无中高风险区旅居

史、体温和健康码正常、持有48小时

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货车司机

执行跨区域运输任务。做好全国统

一式样《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

的审核和发放工作，做到“需发尽

发”。

三是执行好统一的防控通行政

策。对于来自常态化防控区的货车

司机，司乘人员体温、健康码正常，

扫场所码即可正常通行；对于来自

低风险区的货运车辆，司乘人员体

温、健康码正常，持48小时以内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的采取即采即走即

追。

四是建立跨区域协调制度。致

函外省支持我省物资运输车辆通

行，畅通跨省货运通道。建立健全

跨县区、跨市州协调机制，及时协调

解决省内跨区域货运不畅问题，畅

通省内货运通道。

五是建立多渠道监督机制。充

分利用 12345、12328 热线电话和整

治“层层加码”投诉举报电话、整治

疫情防控“层层加码”问题“留言板”

（整治疫情防控“层层加码”问题留

言 - 甘肃省交通运输厅 (gansu.gov.
cn)），受理群众反映的交通过度管

控、货车通行不畅等问题。

六是建立“一事一调度”机制，

全力打通货运物流运输堵点。

（来源：厅运输处）

“总是在梦里，看到自己走在归乡路上。”每当听到

这句歌词时，不觉心有感触。走路是人的本能，却是每

个人一生的课题，自己走路，走自己的路，也成为了多

少离家游子的心声。

我的家乡漳县，风景优美，绿树成荫。它位于定西

市南部，东连武山、西邻卓尼、南靠岷县，北与陇西、渭

源接壤，地处黄土高原和秦岭山地交汇过渡地带，历史

文化悠久，物产丰富，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冲。

我讲述的故事，要从家乡道路的变化说起……

儿时，听奶奶说，爸爸小时候为了读书要从家里自

带干粮，天还没亮就走在了弯弯曲曲、满是泥土的羊肠

小道上，走一天才能到县城。到后来，羊肠小道虽变得

稍宽一点，但下雨时还是一样，路面泥泞不堪、坑坑洼

洼，走完路裤腿上都是泥水……

我去外地上学时，分水岭盘山公路至今令人难忘，

路中间总会有大大小小的坑，用小碎石填满，凹凸不

平，等车到山顶时，胃里已是“翻江倒海”，车后漫天尘

土遮住了路的模样。但就是这样的一条路，却是当时

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是人们进出家乡的主要途径。

“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的利好政策如春风送

暖，在一群可爱、亲切的公路人的建设下，平坦的公路

代替了崎岖泥泞的小道，大家外出更加便捷。晴天，不

用和漫天灰尘打交道；雨天，不用担心变成“泥娃娃”。

原来的泥水路变成了宽阔平坦的水泥路，能容得下两

辆汽车并行，蜿蜒曲折的山路像一条彩带，写着家乡名

称的路牌高高挂起，醒目而温馨地指引着我回家的方

向。

路通带来百业兴。交通作为“民生”工程的重要组

成部分，推动家乡日新月异，也改变着老百姓的思想观

念。美丽乡村遍地开花，各村有各村的特色。我惊叹

家乡所经历的一切，交通道路的变化，带来交通工具的

变化，60年代靠步行、70年代骑自行车、80年代骑摩托

车，现在，小汽车已经普遍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以前的

穷乡僻壤，现已成为旅游胜地，家乡的老人感叹道：“没

有便利的交通，没有美丽乡村建设，咱们这儿不可能有

这么大变化。”

随着陇漳高速公路项目的建设，黄芪、当归、漳盐

等家乡特产将登上时代发展的列车走向天南海北，一

条条资源路、旅游路、产业路盘活了农村地区的特色资

源，带着乡亲们把小康生活过得越来越有滋味。我回

家的路程将从两三个小时缩短到一个多小时，游子归

乡的路也更加方便。

我的脚印在路上排成一排排，身前身后都是那份

魂牵梦绕的思念和朴实无华的故乡情。

路

向城市延伸

向经济延伸

向幸福延伸

（作者单位：定西高速公路处）

藏
巴
哇
的
蓝
靛
果

每到酷热难耐的夏天，我

就想念我的老家卓尼县藏巴

哇了，而这个时候正是藏巴哇

的蓝靛果密密匝匝缀满枝头

的季节。蓝靛果那种香甜、那

种爆汁，没有一个人能抵挡它

的诱惑。

在老家藏巴哇及临潭、岷

县绝大部分地区，因蓝靛果长

得像斑鸠的嘴、羊的奶头，又

像诱人的玛瑙，人们便形象地

称之为斑鸠嘴儿、羊奶头儿或

波瑙儿。蓝靛果是落叶灌木，

树高 1.5-3米，老树粗若成人

大腿，树皮如披了一层褐红色

的鬃毛，用手一撕便能撕下

来。其果子呈蓝黑色，长约 2
厘米，果子皮上有一层淡淡的

白粉，一般在五六月间开花，七八月间结果。常

生长于海拔 2500-3500米的落叶林下，河岸、沼

泽灌木丛或高山林下生长更多，喜欢湿润性气

候，抗寒能力强，在零下 40多摄氏度能安全越

冬。

在藏巴哇镇上巴都村，野草莓、白瓢儿、树

莓、刺莓、野樱桃、沙棘果、玛木果、野李子应有

尽有，但我最爱吃的要属蓝靛果了。我对老家

林区的蓝靛果生长区域可谓了如指掌。哪儿的

树粗大、挂果繁且甜，哪儿的树纤细、挂果稀疏

还有点苦味，都清清楚楚。当你进入林区，要想

吃到蓝靛果，一定要顺着林底河谷寻找，在甘泉

哗哗响的地方，便是它茁壮成长的家园。这种

野果树特别好认，它的树皮乍一看以为全部脱

皮了，一块块褐红色的树皮皱皱的悬挂在树干

上，在果子成熟的季节，远远看上去是一树醒目

的蓝色，没见过的人往往会误认为自己看花了

眼睛，当你走到跟前定睛一看才发现，那些远远

看上去清晰可见的蓝色，居然是累累硕果挂满

枝头的蓝靛果。它全身没有一颗刺，任凭你摘

着吃、揪着吃或者干脆坐在粗壮的树干上一把

把捋着吃。一股股甘泽心脾的甜蜜在爆汁中流

过味蕾，刺激着人们的食欲，不由得吃了一把又

一把，肚皮快撑破了也不愿离开，然后再采摘一

竹笼子，提回家与家人共享。

蓝靛果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

俄罗斯把蓝靛果加工成宇航员专用饮料以补充

他们在太空中的营养。它有清热解毒、散痈消

肿的药用价值，被人们广泛用于疔疮、乳痈、肠

痈和湿热痢疾的治疗中。蓝靛果不仅分布在甘

肃各林区，更广泛的分布在我国黑龙江、吉林、

辽宁、内蒙古、河北、山西、宁夏、青海等地。

（作者单位：甘南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卓尼公路段）

在归乡路上在归乡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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