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直有关
单位：

为深刻吸取“6·26”特别重大
道路交通事故教训， 认真查找道路
交通运输安全工作中的薄弱环节，
切实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 有效预
防和减少一般事故、 坚决遏制重特
大事故发生， 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就加强全
省道路运输安全监管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 严格执行营运驾
驶员安全承诺制度

1．坚决落实“五不两确保两公
示”制度。营运驾驶员在发车前必须
向乘客作出“五不两确保”安全承诺
（不超速、不超员、不疲劳驾驶、不接
打手机、不关闭动态监控系统，确保
系好安全带、 确保乘客生命安全），
现场进行遇险逃生演示， 落实安全
告知制度。在2016年9月30日前，全
省所有客运车辆必须在醒目位置公
示安全承诺内容和交通运政、 公安
交警监督电话， 否则不得发车。（由
各客运企业落实，各级交通运输、公
安交警部门负责监管）

2.� 支持鼓励举报违法驾驶行
为。对举报不落实“五不两确保两公
示”安全承诺的，查实后每一起奖励
100-1000元。 具体奖励办法由省
交通运输厅、 省公安厅商省财政厅
确定。（由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
省财政厅负责）

二、大力提升车辆安全
标准配置

1．“两客一危”车辆必须安装
使用实时监控设备；营运客车必须
配置足够数量的、符合规定标准的
安全锤（含2把大型安全锤）、消防
设备和两个以上的应急逃生出口；
应急逃生出口不足的，应改造密闭
玻璃窗或安装“汽车遇险车窗玻璃
自爆智能系统”。 对未按要求安装
的营运客车，2017年1月1日起禁止
营运。（由各客运企业落实，各级交
通运输、公安交警、消防部门负责
监管）

2.� 逐步淘汰“单开门”大型客
车。停止新投入“单开门”大型客车。
现有“单开门”大型客车的经营期到
期后不得继续经营； 经营期未到期

的， 由各级人民政府视情况设定期
限退出道路运输市场。（由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及交通运输部门负责）

三、严格市场准入

1．严格规范营运车辆准入登
记，营运车辆一律不得挂靠。公安
部门办理营运机动车注册登记、交
通运输部门办理经营许可时要严
格执行有关规定，建立责任倒查追
究制度。（由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
厅负责）

2. 严格控制超长客运班线审
批。 停止新增和到期续延800公里
以上客运班线；2018年12月31日
前， 暂停道路旅客及危险货物运输
企业经营许可（新开业）和扩大经营
范围许可。（由省交通运输厅、 省公
安厅负责）

3. 严格控制大型营运客车审
批。提高大型营运客车的准入门槛，
严格审批手续。 新投入营运的客车
（不含城市公交车）， 总座位数不得
超过55座。（由省交通运输厅、省公
安厅负责）

4.�依法清查“挂靠”行为。在清
查核实的基础上， 对存在违规“挂
靠”经营行为的，一律注销相关危货
运输车辆、 客运车辆的经营权。（由
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负责）

�四、强化危险品全过程
监管

1．加强危险品运输源头监管。
严格落实危险品生产、经营、销售和
储存企业发货和装载环节“四必查”
制度，对未落实制度、违规发货和装
载危险品的， 依法从重惩处。（由省
安监局、省经信委、省公安厅、省交
通运输厅负责）

2. 在危险品重点企业的储存
仓库、装载发货点、批发点、卸货区
等设立视频监控设施，对其产品运
输设置电子门，确保整个流通环节
得到有效管控。（由省公安厅、省安
监局、省经信委、省交通运输厅负
责）

3.� 建立和完善重点营运车辆
动态监管平台，实现数据共享，确保
问题及时发现、及时处置。严禁危险
品运输车辆本地登记异地从业。（由
省交通运输厅、 省公安厅、 省经信
委、省安监局负责）

五、加强路面、重要关
口、重要时段的巡查管控

1．公安交警部门要对辖区内
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重点路段实行
24小时常态化巡逻执勤，对不严格
执行凌晨2时至5时大客车停运制
度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交通运输部门和经营管理单位要加
强路面巡查和道路养护， 确保道路
安全畅通。（由省公安厅、 省交通运
输厅负责）

2. 公安交警部门要在重要路
口、 高速公路服务区设立固定或临
时检查站， 统筹规划并科学划定危
险品运输车辆禁行、 限行区域，对

“两客一危”车辆和学生接送车辆逢
疑必查，严把出站、出城、上高速、过
境“四关”。交通运输部门要与公安
交警部门联动执法， 配合做好检查
工作。（由省公安厅、 省交通运输厅
负责）

3.� 交通运输部门和公安交警
部门要按各自职责完善山区公路、
高速公路相关时段和路段禁行、警
示等标志标识。 充分发挥物联网和

“大数据”在事故预防、预测、预警中
的作用， 切实提高道路交通安全信
息化水平。（由省交通运输厅、 省公
安厅负责）

六、集中整治重大安全
隐患

1．2016年9月底前，市州人民
政府必须对辖区内干线公路、 县级
人民政府对辖区内农村公路、 高速
公路管理部门和经营管理单位对辖
区高速公路进行全覆盖式的安全隐
患专项排查， 对发现的重大安全隐
患必须在一周内制定整改方案，限
期整改到位。（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和交通运输部门负责）

2.� 2016年12月31日前，逐台清
查“两客一危”车辆。凡存在安全隐
患的， 一律不得参与营运。（由省公
安厅、 省质监局、 省交通运输厅负
责）

3.�强制清除重大隐患车辆。质
监部门要对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
罐体进行定期检验， 对存在严重事
故隐患，无改造、修理价值的承压类
罐体，督促使用单位及时报废，并办
理注销手续； 对检测不合格的常压
类罐车， 交通运输部门不得发放道

路运输许可证； 公安交警部门对检查
发现的非法改拼装营运车辆要予以收
缴，强制报废；工商部门对存在非法行
为的相关企业， 要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并按规定处罚。（由省质监局、 省交通
运输厅、省公安厅、省工商局负责）

七、严厉打击严重违法行为

1．建立政府牵头，公安、交通运
输、安监、质监、旅游、教育等部门参与
的联合执法机制，定期开展执法行动，
对严重影响道路运输安全的行为予以
严厉打击。

2.� 将违法违规营运驾驶员纳入
社会诚信管理体系，依法依规严厉处
理违法违规行为。

3.�对违法超限、超载、疲劳驾驶、
非法委托或承揽旅游包车等行为，一
律依法处罚。

4.�对营运驾驶员饮酒、 醉酒、吸
毒以及营运车辆超速、 超载（超员）
50%以上、 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
公共安全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依法从
严处理，对涉嫌犯罪的，一律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以上工作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

八、实施严格问责措施

1．严格安全生产考核奖惩。对道
路运输安全不重视、措施不得力或辖区
内道路运输安全生产存在重大安全隐
患的市州，暂停交通建设投资安排和资
金拨付。具体办法由交通运输部门会同
相关部门制定。

2.�强化事前问责和事故追责。对
执行落实不力、执行制度不严，导致存
在重大安全隐患和出现严重违法违规
行为的，坚决按照有关规定严肃问责。
发生较大以上安全事故的，严格按照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湘办发电
〔2014〕120号等规定严肃追究责任。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对辖区
内道路运输安全工作负总责，高速公
路管理部门和经营管理单位为主负责
高速公路运输安全工作。各级各有关
部门要建立适应交通安全管理和交通
行政执法的人员配置、执法执勤装备、
办公场所和工作经费等保障机制，支
持公安交警、道路运输、公路路政等相
关职能部门依法行使监管职责。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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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加强道路运输
安全监管的通知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彭

雅惠 周月桂 曹辉）今天，2016年湖
南（上海）投资贸易洽谈周在上海及
周边地区举行。 湘潭市率先举行了
“湘潭市全域旅游暨现代农业产业化
项目推介会”、“湘潭市汽车及零部件
产业推介会”。推介会上，湘潭经开区
集中签约重大项目15个， 总投资逾
100亿元。

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是湘潭经开
区主导产业之一， 已引入相关企业
60余家，今年上半年完成产值134.16
亿元，同比增长23.8%。今天举行的
专题推介会上，湘潭经开区发布汽车

及零部件、轨道交通及其配套产业项
目投资总额180.7亿元。 该市将汽车
及零部件产业定位为智能制造
“1+4”工业体系的重要支撑部分，围
绕整车龙头企业、关键核心零部件技
术、 新能源汽车等三大重点领域，打
造“千亿产业集群”。预计到2020年，
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
亿元大关，汽车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达
到50%以上。

完整的产业链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吸引了舍弗勒、吉利铭泰、凌云恒晋、
广汽集团等一批世界五百强企业在推
介会上成功签约。

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唱主角”

湘潭经开区签下百亿元大单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李
寒露 通讯员 田远斌）今天，在2016
年湖南（上海）投资贸易洽谈会上，
常德举行投资推介会暨重大项目签
约仪式， 共有31个项目签约落户常
德，总投资额达273.46亿元。

此次签约的项目中， 涉及重大
基础设施、重要产业、民生保障等，
其中有投资30亿元的常德阳明湖板
块整体开发建设项目、 投资23亿元
的三元材料生产项目、 投资20亿元
的月光洲旅游文化示范园建设项

目、投资12.7亿元的中国电建桃源西
安镇风电场项目、 投资10亿元的红
星美凯龙常德商业广场项目、 投资
9.2亿元的常德现代医药物流中心项
目等。

近年来， 常德市着力强化投资
拉动、扩大有效需求，千方百计引进
战略投资者， 正在形成新的经济增
长点。今年7月，该市发布重大招商
信息， 拟引进项目38个， 总投资逾
1000亿元。目前，已有10多家央企来
常德洽谈。

常德31个重大项目签约
投资总额273.46亿元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曹
辉 通讯员 吴钢 王宁）今天上午，湘
潭市全域旅游暨现代农业产业化项
目推介会在上海举行。湘潭市委书记
曹炯芳出席会议并致辞， 市委副书
记、市长谈文胜做了精彩推介。

此次推介会共发布全域旅游项
目52个， 总金额1239亿元， 主要包
括：突出发展重点，推进“三山两水
一湾”开发，发布毛泽东纪念园提质
改造、湘军文化国际旅游建设、齐白
石艺术城等12个项目，总投资299亿
元。突出特色风貌，建设一批旅游名
镇名村。 选择国家特色旅游名镇壶
天镇、省级特色旅游名镇洛口古镇、
乌石旅游小镇等12个项目， 总投资
141亿元。突出功能带动，培育一批

泛旅游产业聚集区， 包含竹埠港工
业遗址公园、 韶山银河旅游区等10
个项目，总投资555亿元。突出生态
休闲， 打造长株潭国际休闲旅游目
的地。 策划了湘潭水府国家旅游度
假区、 仙女山风景名胜区等14个项
目，总投资199亿元。突出基础设施，
完善旅游交通路网。 主要有潭花线
复线等4个项目， 总投资44亿元。围
绕精美湘潭美丽乡村三年行动计
划， 此次推介会共发布现代农业产
业化项目32个，总金额183亿元。

推介会上，韶山灌区现代灌区建
设项目、 洛口古镇旅游开发项目、湘
潭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和美
丽乡村行动等22个项目成功签约，总
金额390多亿元。

湘潭52个全域旅游项目精彩亮相
22个项目成功签约，总金额390多亿元

拥抱“长三角” 赴约“沪洽周”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记者 奉
永成） 今天，记者从省安委办获悉，
全省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高温停产复
工日期由原定的9月1日延期至9月
10日。从即日起，开展复工生产验
收工作。 省安委办要求烟花爆竹生
产企业复产验收必须严格执行“九
不复工”。

“九不复工”分别为：企业法人

代表、生产厂长（含分厂）、安全员、
特种作业人员等未经烟花爆竹安全
知识考核合格不复工； 未建立健全
企业安全管理制度不复工； 厂区分
区不明确， 生产区与生活区无可靠
隔离不复工； 药物管控不到位不复
工；存在违法转包、分包和多股东分
线各自组织生产的不复工； 存在私
搭乱建工（库）房、改变工（库）房设

计用途的不复工； 机械设备安装不
符合安全要求不复工；“三库”（药物
总库、中转库、成品库）不达标，仓储
能力不足不复工；“四防”
（防雷、防火、防爆、防静
电） 安全设施达标改造不
到位不复工。

复产验收工作由市州
安监部门统一组织实施，9

月10日起，经过验收合格符合生产条
件的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方可复工生
产。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高温停产复工延期
九种情况不能复工生产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彭
雅惠 通讯员 凌骞）今天，记者从省
统计局获悉，7月份我省规模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7.6%，增速比6月提高
1个百分点。

受天气炎热、用电需求大幅增加
拉动，7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三大门
类中，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
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增长最
快；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采
矿业增加值同比下降0.5%。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39个大类
行业中，有31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

比增长。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
物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5个行业对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
过10%，其中，汽车制造业增速高达
50.7%， 对全省规模工业增长的贡
献率达18.9%， 拉动全省规模工业
增长1.5个百分点。

高加工度工业、高技术产业继续
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7月增加值分
别同比增长14.8%、16.5%，远高于全
省规模工业平均增长水平。

7月我省规模工业
增加值增长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