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海东市在铁路护路
联防工作中认真贯彻落实全国、
全省铁路护路联防会议精神，始
终坚持以不断适应新形势、创新
新思路、制定新措施、争创新局面
为工作目标，紧紧围绕创建“平安
铁路示范县（区）”的主线，着力推
进铁路护路联防工作创新发展，
全面落实各项工作措施，有效维
护铁路治安稳定，确保全市境内
铁路运输安全畅通。

连续九年实现了无石击列车
案件、无人畜上道现象、无盗窃铁
路运输物资和拆盗铁路设施案
件、无路外伤亡事故的“四无”目
标，海东全市101公里铁路线被省
护路联防办公室命名为“平安铁
路示范路段”，乐都、平安、互助、
民和两区两县被命名为“平安铁
路示范县”，2013 年乐都区被评
为“全国平安铁路示范县”，海东
市护路联防工作连续九年被省护
路办评为“优秀”。

加强领导 落实责任

海东市、县（区）两级党委、政府把铁路护路联
防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工作之
中，与综治工作和平安建设工作同部署、同检查、
同考核、同奖惩。各级护路办明确了铁路护路联
防工作目标任务，层层落实护路工作责任，强化

“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的责任意识，确
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市、县（区）护路办召开路
地联席会议，会上分析了当前护路联防工作面临
的形势，对兰青线和兰新高铁护路联防工作进行
了再安排、再部署，推动责任到领导、任务到个
人。同时，印发了《海东市综治委护路护线联防专
项组成员单位工作目标责任》《海东市铁路护路联
防工作要点》《关于调整海东市综治委护路护线联
防专项组成员的通知》等相关文件，有效增强了各
级护路办抓好护路工作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严密防控 确保畅通

为使海东市春季维稳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等时期和党的十九
大期间铁路安全畅通，海东市各级护路联防组织
严格落实值班、执勤、巡线制度，积极开展爱路护
路宣传教育活动，以扎实有效的工作确保了铁路
沿线治安稳定和运输安全畅通。

高度重视。市、县（区）两级高度重视春节、全
国两会等时期及“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党的
十九大期间铁路安全保卫工作，及时下发《关于切
实做好“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铁路护路联防工
作的通知》《关于做好中秋、国庆期间铁路护路联
防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十九大期间
铁路护路联防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海东市委
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徐喜明安排部署，要求
各县（区）严防死守，确保海东市沿线不发生任何
涉路案（事）件，并及时报送工作开展情况。各县
（区）护路办迅速作出具体安排，进一步明确职责
确保工作到位、人员到位，严防发生影响铁路安全
运行的各类案（事）件。乐都区护路联防办公室及

所有专职护路队员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提升政
治站位、强化底线思维，坚决杜绝麻痹大意思想，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做好全国两会等重要时期
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党的十九大期
间铁路护路联防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加
强领导、精密部署，把困难估计得更充足，把方案
制订得更周密，把措施落实得更到位。平安区护
路联防办公室科学合理安排执勤、巡逻和值班备
勤，停止休假，全员上岗，确保了全区党的十九大
期间及重要时期铁路的安全畅通。民和回族土族
自治县护路联防办公室对铁路护路联防工作进行
了再安排再部署，要求全体护路队员进一步加强
铁路护路安保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大工作
力度，制定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十九大期
间铁路护路联防工作的通知》《关于印发党的十九
大期间民和县铁路护路联防安保工作方案的通
知》，及时传达学习省、市铁路护路联防工作会议
精神，全力做好党的十九大期间铁路安保工作。
互助土族自治县护路办召开专题会议，集中人力、
精力和时间，进行涉路安全检查，对排查出的各类
安全隐患及时消除。

全员上岗。各县（区）护路办严格队伍管理，
认真安排好护路队员的值班、备勤、守护巡查任
务，按照特殊时段护路工作的特殊要求，全市各护
路中队队员主动放弃休假，全员上岗，特别是在
G20 峰会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党的十
九大期间，全市 9 个护路中队 75 名护路联防队员
全员上路开展巡线工作，坚守在巡防责任区，巡逻
重点区段，看护重点道口、桥梁、隧道等重点部
位。各县（区）护路办主任、专职工作人员进驻各
护路点带班值守，并做好后勤保障，及时为坚守在
一线的护路联防队员送去慰问品，使队员专心做
好巡线看护工作。

加强督导。为确保重要时期和党的十九大期
间铁路沿线治安稳定和铁路运输畅通，海东市护
路办组织人员深入乐都区、平安区、民和县各护路
中队，对各护路中队队员执勤上线、警容风纪和室
内外卫生进行了明察暗访。为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省护路办《关于加强铁路护路联防工作迎接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通知》要求，海东市护路办组
织人员深入乐都区、平安区、民和县、互助县各护
路中队就队员执勤上线和“四本两表一册”进行了
明察暗访，并就做好国庆和党的十九大期间安保
工作提出了要求，对存在的问题要求及时整改。
同时，各县（区）政法委领导深入一线进行督导检
查，督促落实护路联防各项工作措施。通过岗位
清、职责明、标准严的要求，确保铁路安全畅通。

狠抓排查 着力整改

海东市、县（区）护路办按照省护路办《铁路沿线
开展“三防”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精神，充分认
识开展铁路沿线社会治安专项整治工作的必要性和
重要性，针对本辖区铁路沿线治安现状和存在的问
题，结合各地实际，海东市护路办制定下发了《海东
市铁路沿线开展“三防”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细化了

工作要求，明确了具体措施，落实了工作责任，加强
对涉路矛盾的排查化解工作，努力从源头上化解矛
盾，消除不稳定因素。各县（区）护路办也制定了相
应的方案，并与所在地公安、工商、铁路、城管、交通、
安监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对辖区铁路沿线可能发
生危及铁路运输的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摸底，重
点对沿线治安隐患、涉路矛盾纠纷、私搭乱建、堆放
物品、倾倒垃圾、涵洞积水、损毁防护栅栏等铁路线
路安全隐患进行了排查、登记。其间共排查整治安
全隐患 12 处，已整改 10 处，向有关单位通知隐患整
改两处；对沿线流动人口、废品收购人员教育整顿，
共排查沿线流动人口 130 名，排查废品收购站 30
家。其中，乐都区利用 1 个月时间集中组织开展以
防石击、防路伤、防翻越护栏为重点的专项行动，在
排查过程中发现 4 处安全隐患。民和县利用 1 个月
时间先后对6处安全隐患进行了全面整治。互助县
在排查中，发现易燃易爆危险物品产存点、电缆线外
露等两处安全隐患，及时下发通知进行整改。去年
8 月 8 日，接青藏铁路公司西宁工务段《关于兰青线
K93+700上跨立交桥存在安全隐患的函》后，及时协
调乐都区护路办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为了彻底
消除该隐患，乐都区政府借国家环境保护督查之际，
对采砂场进行关停整治，至 8 月 22 日，兰青线 K93+
700上跨立交桥附近的三家采砂场已全部停业。海
东市护路办要求各涉事县（区）针对发生的隐患问
题，在认真整改的同时，要强化工作措施，加大护路
宣传，严格落实各项护路护线工作制度，严防发生类
似问题。同时，要求各县（区）迅速开展一次铁路安
全隐患排查，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截至目
前，全市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112 起，化解 35 起，责
令相关单位限期整改8起，正在积极整改69起。

深化宣传 提升意识

各县（区）护路办把宣传教育作为抓好护路护

线联防工作的有力抓手，以经常宣传与集中宣传
相结合、广泛宣传与重点宣传相结合的原则。利
用标语、宣传栏、主题实践活动等有效载体，在沿
线群众和中小学校中反复宣传《铁路法》《铁路安
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充分利用
广场电视电子大屏幕、网络等新媒体平台进行爱
路护路知识宣传，开辟护路专题栏目，向全社会广
泛开展护路宣传，扩大了宣传面和提高了宣传效
果。

以综治宣传月为契机，海东市、县（区）护路办

在所辖区中心广场进行“知路爱路护路”宣传活
动。通过发放宣传单、悬挂展板、横幅、警示语等
多种形式，向广大群众详细讲解了《铁路安全管理
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充分利用
综治宣传平台，重点加强宣传层面，以“知路爱路
护路”和自我防范意识为重点，进一步提高沿线群
众的法治观念和爱路护路意识，确保自身安全和
铁路的畅通。其间，发放宣传资料 20000 余份，发
放爱路护路宣传帽 100 余顶，展出宣传展板 6 块、
发放爱路护路宣传书包 30 个，学习用具 100 套，受
教育群众达上万人，宣传教育活动取得了较好成
效。

各县（区）护路办根据海东市铁路沿线开展
“三防”专项整治行动的方案要求，坚持“边宣传、
边排查、边整治”的原则，组织民警和队员深入学
校、农村、社区、外来农民工集居地及铁路沿线，
积极开辟宣传阵地，采取拉横幅、展出图板、上门
发放宣传材料和举办法治讲座等多种形式，广泛
宣传铁路安全法规和预防铁路事故常识，真正做
到了警钟长鸣，增强了宣传效果，进一步夯实了群
众爱路护路工作基础。

海东市、县（区）护路办根据省护路办出台的
《青海省开展爱路护路“进校园”宣传月活动方
案》要求，积极开展爱路护路“进校园”宣传活动，
去年 7 月 11 日，省市县护路办集中在民和县史纳
学校开展爱路护路宣传活动，活动中为获得全县
爱路护路征文比赛、知识竞赛、手抄报优秀奖的同
学进行了表彰奖励，向学校师生赠送了爱路护路
宣传品。全市护路组织通过为期一个月的宣传教
育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3 万余份、制作展板 120
余块，发放宣传品 3000 余份，受教育师生达 6000
余人，使广大师生了解了铁路对国家建设的重要
性，明白了爱路护路的重要意义，营造了良好的爱
路护路氛围。

为提升铁路沿线特别是高铁沿线广大群众和
青少年学生对铁路护路联防工作的支持率和参与
率，经市委政法委领导协调，8 月 29 日，市护路办
邀请《青海法制报》《海东时报》记者下基层采访，
通过刊发专题报道对全市铁路护路联防工作进行
宣传。

严抓队伍 确保稳定

加强管理，提高业务素质。为打造一支思想
稳定、素质优良、作风过硬、形象良好的铁路护路
联防队伍。海东市、县（区）护路办根据省护路办

《关于参加全国（第三期）铁路护路联防通讯员骨
干培训班的通知》要求，认真安排部署，严格选派
护路骨干。

去年 6 月 20 日至 22 日，海东市两名护路骨干
参加了为期 3 天的全国（第三期）铁路护路联防通
讯员干部骨干培训。去年 5 月 7 日至 10 日，海东
市护路办在乐都区举办了为期 4 天的全市铁路护
路联防队员技能培训班。全市铁路沿线 4 个县
（区）9 个护路中队 40 名业务骨干参加培训。从去
年 7 月 5 日开始，民和县对两个中队的专职护路队
组织为期 8 天的集中培训。

通过理论知识讲授、军事技能训练、经验座谈
交流、分班组训、座谈讨论、会操评比，既提升护
路队伍整体水平，又加强了路地之间协作。去年
9 月 22 日，海东市、县（区）护路办专职及 9 个护路
中队队长和队员参加了全省《铁路护路联防信息
管理系统》培训，通过培训使广大队员熟练掌握了
信息管理系统的操作应用。去年 11 月 17 日，海东
市、县（区）护路办专职参加了去年全省《全国铁
路护路联防信息管理系统》操作培训。

落实奖惩措施，调动队员工作积极性。海东
市护路办根据省护路办《2016 年青海省铁路护路
联防工作年度考核评比实施细则》，对各县（区）
2016 年护路联防工作取得优秀的两个护路办、两
个护路中队、两个支持铁路护路联防工作单位进

行了表彰，并授予“全市铁路护路联防先进单位”
“全市 2016 年度铁路护路联防先进中队”“2016 年
度支持铁路护路联防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分
别奖励补助 5000 元和 2000 元。

加强巡线，确保铁路安全畅通。各县（区）护
路办认真分析辖区内治安情况，制定针对性措施，
特别是对于重点目标，重要部位、重点设施、重点
区段，分成多个巡查小组，实行全天候、全时段、
24 小时不间断的巡逻守护，在重要时期所有护路
队员一律取消请休假，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
安全隐患。

加强纪律，严格落实各项制度。根据省护路
办安排，海东市、县（区）护路办严格工作纪律要
求，全市各级护路组织，严守纪律，从市、县（区）
护路办领导到每一名护路队员，坚守岗位、勇于担
当，舍小家、顾大家，严格落实值班备勤和工作报
告制度，值班人员每日坚守岗位，负责做好护路中
队的电话查勤工作，严格落实有事报情况，无事报
平安。

稳中有进 亮点纷呈

乐都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投入大量资金支
持铁路护路联防工作，财政投入 26 万元用于特殊
时期铁路守护，投入 24 万元用于队员生活补助，
并将此投入纳入财政预算，每月向队员发放 500
元月生活补助，有效地稳定了队伍。

海东市、县（区）护路办按照铁路护路联防工
作信息化建设长远规划，严格落实中央护路办下
发的《全国铁路护路联防信息管理系统应用实施
方案的通知》及省护路办下发的《关于<全国铁路

护路联防信息管理系统>测试运行的通知》要求，
均开通了国家电子政务外网，并有专职人员负责
铁路护路联防信息化工作，做到了平台统一、分段
实施、稳步推进，年内基本实现了网上办公自动
化，进一步提升了全市铁路护路联防工作科技化
水平。

为进一步规范护路巡线和提高护路巡线工作
效能，今年年初，省护路办为海东市 83 名专职护
路队员配发了铁路护路专用巡线手机，市、县
（区）护路办所有队员学习了铁路护路巡检系统手
持终端的使用，更进一步以智能化推动日常铁路
护路联防工作的开展，通过利用巡检系统报送日
常工作情况，便于及时掌握辖区内铁路运行状况。

各县（区）护路办创建“护路”微信群，全面提
升铁路护路信息传播的时效性和针对性，增强了
铁路派出所和护路队员之间的沟通交流，护路队
员发送隐患图片、每日巡线小视频等，进一步强化
了各县（区）护路办对队员巡线状况的了解，更好
地确保铁路安全畅通。为提升铁路护路联防队伍
专业化水平，今年年初省护路办在海东市乐都区
大峡护路中队修建护路培训基地。

下一步，海东市护路办将按照中央、省护路办
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措施，改进不足，认真学习借
鉴先进州市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加大涉路涉线安
全隐患和重大治安问题的排查整治工作力度，做
好兰新高铁和兰青线的爱路护路宣传工作，确保
铁路安全畅通。

——海东市护路联防工作纪实

构建和谐海东 打造平安铁路
■文/图 郑春利 叶永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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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建市海东建市 周年周年

改革开放改革开放 周年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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