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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乡村振兴“大动脉”
——朝阳县交通运输局统筹规划提升农村公路通行能力

去年以来，朝阳县交通运输局党
委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着力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坚
持以脱贫攻坚为统领，以乡村振兴为
宗旨，以全面小康为目标，不断提升
农村公路通行能力，提高运营管理水
平，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
保障。

交通先行
打通“乡村振兴”通道

“曾经这是一条颠颠簸簸的沙土
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运输车
辆出行更是非常困难。”没有便捷的

交通,曾经让西营子乡政超养猪场的
场主感到很无奈。该养猪场坐落在
姜杖子村，与广东温氏集团合作，年
出栏育肥猪4000头，与村里贫困户合
作，按比例盈利分红，是该乡的扶贫
企业。如今,一条长 400 米、宽 3.5 米
的水泥作业路修到了场区门口。“有
了这条致富路，大大方便了猪仔的饲
养、销售，以及饲料的运输，对我们企
业来说，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经济发展，交通先行。近年来，
朝阳县交通运输局把推进“四好农村
路”建设作为统筹城乡、改善民生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抓手。按
照“统筹规划、产路结合、提升功能、

支撑发展”理念，大力推进“交通运
输+产业发展+脱贫攻坚+美丽新村+
乡村旅游”五位一体联动发展，让农
村公路真正成为传递改革红利、脱贫
攻坚的强大保障。特别是2019年，朝
阳县交通运输局把握脱贫攻坚、全面
决胜小康社会的良好契机，不忘造福
民生的初心，恪尽职守，真抓实干，突
破资金短缺、建设任务繁重等难关，
所有农村公路工程全面告捷。

为保质保量完成公路建设任务，
朝阳县交通运输局严把材料进场关、
工程转序关，切实将工程管理落到实
处、质量监督落实到位，采取局党委成
员分片负责的办法，带领公路工程质
监人员巡回质量跟踪检查，发现问题
立即整改，有效保证工程质量。2019
年，实施农村公路新改建路面工程
157.9公里、维修改造工程168.8公里,
桥梁工程 36座 1333.1延长米,公路建
设任务之重，完成之好，打造了朝阳县
农村公路建设历史上新的里程碑。

据统计，自2016年以来，四年时间
累计完成精准扶贫工程任务 297.4公
里，全县行政村通沥青（水泥）路面比例
达到100%，满足了当地百姓的出行需
求，为朝阳县脱贫作出了重要贡献。

建养并重
积极打造美丽农村路

三分建，七分养。农村公路点

多、线长、面广，高度分散，管理难度
大。只有把道路管护好，使用寿命才
长，老百姓出行才更畅通、更安全。
为此，朝阳县交通运输局党委和乡道
管理段全体干部职工，甘当建成小康
社会的“先行官”，他们坚持实施重点
养护与全面养护相结合、日常养护与
季节性养护相结合的公路养护模式，
以形象路、标准路建设为龙头，不断
加大整修力度，路容路貌得到较大改
观，有效延长了公路使用寿命，提升
了公路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

2019 年，局党委全面落实“四好
农村路”精细化养护要求，按照“组织
到位、硬件到位、人员到位、技术到
位、经费到位”的五到位要求，积极推
动各乡镇农村公路管理站和各村农
村公路管理分站的运行，落实养护主
体责任，“乡道乡管、村道村管”的理
念深入人心；对乡级公路和重点村级
路实施日常养护，对普通村级公路实
施季节性养护；制度化管理养护补贴
资金。按照标准给予乡村级公路养
护一定补贴资金，不足部分由乡镇自
筹，号召村委会组织村民筹工筹劳，
养护管理好辖区内公路。一年来，实
施维修改造工程 168.8 公里，对全县
乡道和重点村道730公里开展日常养
护 工 作 ，公 路 绿 化 17 公 里 ，植 树
1.7 万株。目前，全县有日常非专业
化养路工 215 名，负责全县乡级公路
和重点村路的日常养护工作，同时又

组建了两支专业化养护队伍，负责中
小修病害处理等工程，保证了农村公
路的畅安绿美。

管理到位
多措并举保畅通

农村公路的飞速发展，为百姓生
产生活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优越的交
通环境，但随之而来的维护路产路权
保障公路畅通任务，也增加了交通运
输部门的路政管理工作。为此，农村
路政管理大队不断强化“守土有责、
守土尽责”意识，路政稽查人员常年
坚持巡查在路上，治理红线内违章建
筑和公路乱堆乱放，打击超限超载破
坏公路的行为。

路政管理大队除采取日常巡查
执法外，还采取宣传、专项治理、集中
整治等多种方式，与朝阳路政分局、
公安、运管开展路警治超联合整治工
作。为确保行车安全，他们在特殊路
段补充安装减速带120米，划标线450
平方米，设置限高杆5处；全年整治清
理骑路市场 5 个，保证了农村公路的
顺畅通达。

运营结合
服务民生促发展

运营好农村公路最终目的是为
了发展经济，服务民生，这也是建设

“四好农村路”的终极目标。它主要
体现在公路运输和邮政寄递业务
上。交通运输局坚持“城乡统筹、以
城带乡、城乡一体、客货并举、运邮结
合”总体思路，加快完善农村公路运
输服务网络，不仅村村通上了班车，
而且农村环路车逐年发展。与此同
时，快递邮政服务业增长势头迅猛，
蓬勃发展。

到2019年底，朝阳县共有快递企
业三家，快递企业网点 90 家，邮政普
遍服务网点30处，共有“村邮乐购”驿
站 195 处，邮政快递网络覆盖全县 28
个乡镇，299 个行政村，实现“乡乡通
快递，村村直通邮”。一年来，全县邮
政快递企业累计揽收邮件75.3万件，
投递邮件 416.4 万件，同比增长 34%。
累 计 完 成 邮 政 业 务 收 入 2037.4 万
元。县邮政业服务中心利用“电商+
快递+特色农产品”模式，帮助县域枣
农销售大枣58.8万公斤，为枣农实现
增收235万元。

朝阳县一条条农村公路的小变
化，正是全省农村公路大变化的一个
缩影。农民致富路、产业升级路、和
谐幸福路、生态旅游路……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农村公路建设、
管理、养护、运营的内涵在不断拓展
延伸。

“四好农村路”，铺下的是路，连接
的是心，通达的是百姓的美好生活。

郑文革 成 文

畅安舒美的朝阳县农村公路。 图片由田润丰提供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第十四
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开闭幕式之间的比
赛将于今年 2 月 16 日至 26 日在内蒙
古自治区举行。这是我国冬运会历史
上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体育盛会，更
是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前国内练兵的
一次大检阅。由于冬季比赛对场地要
求较高，一些先期比赛项目就随国家
队海外集训比赛同时开展，北京时间
1月12日，在德国温特贝格举行。

“十四冬”雪车决赛中，辽宁运动
员邵逸俊获得男子双人雪车金牌、辽
宁运动员应清获得女子双人雪车金
牌，至此辽宁代表团在已经参加的 6
个大项 25个小项比赛中，共获得 6金
7银4铜的优异成绩。

之前的 1 月 10 日，第十四届全国
冬季运动会辽宁代表团举行了成立大
会，省体育局有关领导表示，辽宁代表
团的目标是夺得 15 枚金牌、50 枚奖
牌，努力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
丰收，将冬季项目打造成为我省竞技
体育新的亮点和金牌增长点。

本届冬运会共设置16个大项、179
个小项。辽宁代表团将参加 11 个大
项、136个小项的比赛，开、闭幕式期间
将有134名运动员参赛。我省参赛人
数、参赛项目均创历届冬运会之最。
在已经结束的比赛中，我省运动员出
色地完成了先期比赛任务，为我省“十
四冬”参赛赢得了开门红。其中，跳台
滑草项目，获得了 2 金 1 银的优异成

绩，实现了我省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成
立后雪上项目金牌零的突破；跳台滑
雪项目获得了1 金1银；滑轮和滑轮射
击项目获得6枚银牌。其他参赛项目
也都实现了突破、取得了较好成绩。

辽宁作为体育大省和强省，不仅在
夏季项目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也培养
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冬季项目人才。以
沈阳体育学院队伍为主的辽宁冬季项
目，涌现了一大批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
以及全国冠军，为我国冬季项目征战冬
奥会，扬威世界赛场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我省开始大
力发展冰雪运动。三年来冰雪项目运
动员注册人数从不足200人，一跃达到
694人；运动项目从最初的速度滑冰、

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等个别项目发
展到 7个大项 15个分项。目前，辽宁
有91名运动员、15名教练员入选国家
队，分布在 6个大项、12个分项、近 80
个小项上，排名全国前列。

不仅要从无到有，更要从有到
精。据介绍，辽宁还将冬季项目进行
分类，重点发展短道速滑、速度滑冰、
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冬季两项、越
野滑雪等基础大项和优势项目。现
在，距离“十四冬”开幕式还有一个多
月时间，这段时间是决战决胜的关键
时期。辽宁代表团教练员和运动员纷
纷表示，将借代表团成立的东风，全力
做好最后冲刺阶段的备战训练和参赛
准备工作。

征战“十四冬”打造辽宁竞技体育新亮点

目标15枚金牌已经6枚在握

东京奥运门票争夺战

中国男排决战负伊朗队

距离东京只有一步之遥

0∶2负乌兹别克斯坦队

国奥队还剩一场荣誉之战

1月12日，中国男排主教练沈富麟（中）在比赛中布置战术。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1 月
12 日，2020 东京奥运会亚洲区预
选赛C组第二轮国奥队迎来与乌兹
别克斯坦队的生死战，最后国奥队
以0∶2负于对手，小组赛两负之后，
已经无缘出线，意味着进军奥运会
的梦想再度破灭。

国奥队的首发阵容并不保守，
杨立瑜在锋线上顶替受伤的张玉
宁；门将陈威；后卫赵剑非、朱辰杰、
魏震、冯博轩；中场黄聪、黄政宇、陈
彬彬、段刘愚、胡靖航。球队更换了
左后卫，看来是想改善球队的左路
防守。但上半场结束前，魏震在禁
区内绊到对方23号球员，对手点球
得分。第 79 分钟，魏震再度失误，
把球挡给对方刚上场的图赫塔希诺
夫，他左脚补射破门，国奥队0∶2落
后，难挽败局。

国奥队这批球员与这支乌兹别
克斯坦队是老对手，4年前U19亚青
赛，即使在乌兹别克斯坦队提前出
线轮换阵容出战的情况下，国青队
也未能收获一粒进球。之后的2018
年 U23 亚锦赛，杨立瑜、黄政宇等
1997年龄段球员“跳级”参赛，依旧
颗粒无收，中国队以0∶1败北。事实
上，如果单纯计算这支 1997-1998
年龄段国字号队伍对阵乌兹别克斯
坦队的交锋历史，2015年到2018年
中国队2平2负竟然无一胜绩。

另外一场同组比赛中，韩国国
奥队2∶1战胜伊朗国奥队。韩国队
赢球，实际上对中国国奥队有利，韩
国队出线已成定局，伊朗队只有 1
分。如果中国国奥队打平或战胜乌
兹别克斯坦队，就可以在分数上咬
住另外两个对手，可惜未能如愿。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1月
12日，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男排亚
洲 区 资 格 赛 决 赛 中 ，中 国 男 排
以 0∶3 负于伊朗男排，痛失东京奥
运会参赛资格。

中国男排赛前表示，只要拼尽
全力，就没有遗憾。在小组赛上，中
国男排在接连击败哈萨克斯坦队和

中国台北队之后提前出线，半决赛
中力克卡塔尔队。事实上，赛前中
国男排并不被看好，他们2018年亚
运会没有进入八强，2019年世界男
排联赛在16支队伍中垫底，直到老
帅沈富麟临危受命，中国男排在低
谷中攀升，这次团结一心打出了精
气神，能走到决赛已颇为不易。

励志，1.76米的矣进宏荣膺“扣篮王”。 本版照片由新华社提供

1 月 12 日，2020 年 CBA 全明
星周末在广州落下帷幕。在单项
赛决赛里，山东队陈培东夺得技巧
赛冠军，陈林坚卫冕“三分王”，来
自云南的草根球员矣进宏荣膺“扣
篮王”。

近些年，球迷的欣赏口味越
来越高，全明星赛明显有些跟不
上步伐，甚至由于内容、形式等过
于老套陈旧，经常被吐槽为“鸡
肋”。正因如此，本次 CBA 明星
赛从内容到形式，做出了很多创
新的尝试。

首先增设了 1 对 1 挑战环节，
由球迷从南北全明星首发阵容中，
挑选同位置的球员进行对抗。根
据投票结果，本来应该是易建联对
阵周琦、赵睿对阵林书豪，但是由
于周琦受伤，与易建联单挑的球员
变成了韩德君。本次1对1单挑大
赛的计分方式也很有意思，比分将
双倍累积到球员所在球队总分以

及球员个人得分中去。
此外，全明星正赛中场时刻，

还增设了广东队主帅杜锋和队员
曾繁日之间的师徒对决，作为表演
赛，这也成为本届全明星赛一大噱
头。扣篮大赛历来都是全明星赛
的重头戏。CBA前两届比赛已经
有所创新，比如引进张健豪等大学
生球员参加。本次全明星赛又更
进一步，有“云南滑翔机”美誉的矣
进宏成为第一位出现在扣篮大赛
正赛中的草根球员。矣进宏身高
仅有 1.76 米，但在不懈努力下，从
逐渐能够扣篮到最终完成从罚球
线起跳重扣的梦想，他的扣篮视频
此前早已经在网上疯传。11日的
扣篮大赛预赛，矣进宏在第二扣获
得了全场第一个满分，以第二名身
份晋级决赛。在决赛中，他力压新
疆队外援菲尔德，以两轮 95 分的
成绩，拿下了全明星周末最具分量
的单项冠军。

创新赛制 提升观赏性

CBA全明星赛
急于撕掉“鸡肋”标签

1月12日，中国国奥队球员段刘愚（前左）在比赛中拼抢。

1 月 12 日，2020 年 CBA 全明
星周末在广州落幕，最终北区队以
166∶167 小负南区队，赵睿当选最
有价值球员。

根据球迷票选结果，南区全明
星队首发阵容为胡明轩、赵睿、沈
梓捷、易建联和王哲林，北区全明
星队首发阵容为林书豪、郭艾伦、
翟晓川、周琦和韩德君。不过，因

为刚刚从伤病中恢复，方硕并未获
得出场机会，郭艾伦和周琦在首发
出场不久之后就被换下，一直坐在替
补席看完了比赛。由于是表演性质
的比赛，双方打得十分放松，赵睿和
易建联打出精彩配合，韩德君则表演
了从中圈运球一条龙暴扣的好戏。

本栏稿件由本报记者 李翔
12日电自广州

北区队166∶167南区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