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江苏省海安市

示范性引领　 系统化发力
在探索 “路长制” 试点上形成 “四化” 经验

南通海安, 是历史悠久的综合交通枢纽, 早在汉代就有 “三十六盐场咽喉, 数十州

县要道” 之称。 如今, 辖区内两条高等级航道、 两条高速、 三条国道、 三条省道、 四条

铁路纵横交错, 798 条农村公路联网成环, 公铁水 “无缝衔接” 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全

面构建, 海安市交通枢纽优势日益凸显。

图 1　 海安市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 (2021—2035 年)

海安市紧紧围绕 “枢纽海安、 科创新城” 战略定位, 聚焦乡村振兴, 聚力高效治

理, 统筹推进全市农村公路建、 管、 养、 运工作。 海安市自 2006 年起实施农村公路管

护机制试点, 建立县镇两级农路办, 安排镇村两级政府负责人参与农村公路管护工作;

2017 年制定实施村级农村公路管护 “路段长” 制, 由村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担任农

村公路管护工作 “路段长”; 2020 年制定实施 《海安市公路路长制实施方案》, 建立党

政齐抓、 县乡村三级共管、 国省县乡村道全覆盖的路长制运行模式。 自此, 海安市路长

制 “四化” 经验形成, 并于 2021 年被评为 “四好农村路” 全国示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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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顶层设计, 路长制工作制度化

海安市委、 市政府印发 《海安市公路路长制实施方案》 , 该方案不但有要求、

有标准、 有考核, 同时还有费用拨付、 奖励个人条款, 更有补贴每村 5000 元, 作

为区镇 (街道) 推行路长风险抵押金制度的扶持资金政策, 为路长制实施做好科学

设计。

图 2　 镇级路长制文件

　 　
图 3　 海安市路长制保证金缴纳记录

(一) 组织体系

实现县道、 乡道、 村道路长制全覆盖; 建立市、 区镇 (街道)、 村三级路长制体系;

市、 区镇 (街道) 二级设立总路长, 分别成立路长制办公室, 市、 区镇 (街道)、 村分

别设置相应路长、 路段长。

图 4　 海安市路长制管护组织网络

(二) 职责分工

明确由市委书记挂帅, 市委副书记、 市长担任总路长, 同时明确路长、 路段长、 各

级路长办公室、 联系部门组织机构和职责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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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任务

强化工作协调, 营造良好的项目建设环境; 强化公路管理, 实现 “有路必管、 管必

到位”; 强化公路养护, 实现 “有路必养、 养必优良”; 强化运营服务, 促进社会经济

发展。

(四) 考核奖惩

建立市对区镇 (街道), 区镇 (街道) 对村, 村对管护员三级路长考核机制, 实施

月考核通报、 季排名公示、 年评比奖惩; 建立农村公路管护资金和安保绿化经费考核补

助机制, 按照考核结果进行拨付; 建立镇村两级路长风险抵押金考核机制, 根据考核排

名分别给予路长、 路段长双倍返还、 等额返还、 扣除抵押金等奖惩措施。

图 5　 2021 年海安市路长制考核补助结果

二、 明确职责, 路长制工作具体化

(一) 谁来管

党委挂帅、 政府主导、 相关部门各司其职。 市路长制中已经明确县道公路的路长、

副路长、 路段长等成员名单, 各区镇、 街道相应明确乡、 村道公路的路长制成员名单。

各路长制成员按照各自的路段划分, 做好分管公路的管理工作。

(二) 管什么

一是公路建设工作中管规划、 管拆迁、 管群众工作。 二是公路管养工作中管路产路

权维护、 管路域环境提升工作。 做好公路用地确权, 实施路田路宅分隔, 有效维护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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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权, 抓好路域环境整治, 抓好超限运输治理。 三是公路运营工作中管服务民生, 管促

经济发展。 利用路长制, 有效促进公路沿线经济文化产业同步发展, 让人民群众获得

感、 幸福感更有保障, 让公路真正成为民生动脉、 经济枢纽、 文化桥梁。

图 6　 市镇两级路长一览表

图 7　 海安市循环线路推进图

　 　
图 8　 海安市县乡道优良路率

(三) 如何管

一是全面巡查督查, 坚持经常性巡查、 月度检查、 季度考评相结合。 不仅查国省县

道, 更深入一线查乡村公路; 二是坚持联席会议通报。 每月召开一次联席会议, 把发现

的问题及时通报相关责任部门、 责任人, 考核排名通报同时报送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

和相关负责人, 并在社会媒体予以公布; 三是严格考核奖惩。 按照路长制的相关规定严

格考核, 好有奖、 差有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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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突破创新, 路长制工作个性化

海安市结合实际情况, 创新工作做法, 将农村公路工作责任落实到各级路长, 成功

将 “四好农村路” 的建设、 管理、 养护和运营工作有效由行业行为转为政府和社会

行为。

(一) 联合考核强抓手

以 “五位一体” 联合考核为抓手, 实现农村公路路网考核的全覆盖, 对全市 2385

公里的农村公路采取月度重点考核抽查线路, 季度重点考核循环线路, 同时对查出的问

题采取回头看的方式进行综合考核。 交通、 城管、 水利、 农业农村局、 环境整治办五大

平台实现联动, 以 “面” 监 “面”, 保障 “路长制” 高效实施。

(二) 优化职能强实效

强化路长职能, 发挥路段长主观能动性, 在农村公路开展村村联手路长共治, 治理

路肩种植、 占道经营等顽疾。 县道角城线开展的 “五村共治”、 孙庄镇挂出的全省第一

只 “路长信箱”, 大公镇创新文旅项目铺出的 “幸福大道”、 西场镇融合村风民俗的

“积分银行” 等, 都为 “路长制” 实施打开了思路, 提高了实效。

图 9　 海安市路域环境整治推进工作

(三) 智慧农路强赋能

利用南通 “智慧农路” APP 和 “海安农路” APP, 通过一部手机实时 “掌握” 市内

每条公路的交通动态、 管理状况、 维修进度、 巡查结果、 作业情况, 全面提升了公路

“全域管理” 的水平, 借助信息科技手段, 有效促进 “路长制” 顺畅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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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海安市智慧农路

(四) 对外公开强监督

在每条公路醒目位置, 统一规范设置 “路长公示牌” 和 《江苏省农村公路条例》

“三字经” 宣传牌, 在农村公路节点设置路长信箱, 规范路名牌、 线路指示牌、 路面五

彩农路 LOGO 品牌, 全面接受社会监督。

图 11　 海安市路长制公示

(五) 积分创新强激励

制定 《海安市 “四好农村路” 积分银行活动方案》, 推行 “四好农村路” 积分银行

活动。 按照开户、 储蓄、 结息、 销户四个步骤, 紧扣 “四好农村路” 建、 管、 养、 运的

具体要求, 以 “路长制” 贯彻落实情况为主要内容对村进行积分, 确定相关标准进行奖

励, 培养村民爱路护路、 参与文明交通的行为习惯。

(六) 典型事迹强责任

挖掘路长先进事迹, 形成路长系列报道, 通过树立路长典型, 开展 “我们的小康

路” 等多种主题活动, 发挥宣传优势, 形成良好的 “比学赶帮超” 的良性生态, 让路长

们不光有使命感、 更有归属感和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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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海安市 “四好农村路” 积分银行考核表

四、 服务发展, 路长制工作效益化

目前, 海安路长制已覆盖全域 6 条干线公路、 798 条农村公路, 初步形成建管并重、

养运并行、 外通内联、 安全舒适、 路域洁美、 服务优质的 “畅、 安、 舒、 美” 公路交通

发展新格局。

(一) 让农村公路更安全

各级路长通过加大日常巡查力度, 及时发现并有效治理偶发性安全隐患, 从而避免

小隐患发展成大事故, 比如及时处理在公路上打谷晒场、 乱堆乱放、 拾边种植、 车辆抛

撒、 污染公路、 摆摊设点等行为, 及时发现并协助处理在公路和公路用地范围内未经批

准埋 (架) 设各种管线、 开设道口、 挖掘占用、 设置非公路标牌等行为。 通过路长巡

查、 问题发现, 持续完善农村公路安保设施, 特别是 “亮村工程” 给农村地区人民群众

夜间出行带来极大的安全感。

(二) 让乡村环境更美丽

大力实施公路路田、 路宅分家和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并将农村公路与沿线环

境、 文化、 历史、 产业等要素相结合, 实施公路园林式绿化提升工程, 建设公路驿站、

小游园、 口袋公园等设施, 覆盖亮化和安全智慧设施, 点缀公路品牌和文化墙等项目,

将农村公路连成一条美丽的 “珍珠链”, 建成 “车在画中走, 人在园中游” 的靓丽风

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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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让乡村产业更兴旺

推进农村公路与乡村振兴、 产业发展、 服务民生深度融合, 将农村公路的社会效益

由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变, 形成 “农村公路+产业+旅游” 等乡村振兴、 富民强村新模式。

2019 年, 在白甸镇兴建牧原大道, 托起了该镇的养殖产业; 完善旅游景区交通基础设

施, 将苏中七战七捷景区、 中洋河豚园、 乐百年小镇、 青墩文化遗址、 乡村特色游等旅

游资源连接成线, 形成旅游公路, 带动沿线村民增收致富。

图 13　 海安市 “农村公路+” 模式

(四) 让农村群众更幸福

在李堡镇杨庄村, “四好农村路” 为该村的特色农业打通了最后一公里。 杨庄村的

智慧农业园区是李堡镇重点打造的农业项目, 依托完善的国省道、 县道、 乡村道的交通

体系, 该村完成了 “四带一环、 产居融合” 的产业布局。 杨庄村的道路硬化、 绿化、 美

化和亮化为村民们津津乐道。 “四好景观农村路” 纵横相连, 形成了 “道路景色优美心

情爽、 河道水净岸绿能养鱼、 田园风光无限宜人居” 示范区域, 老百姓获得感、 幸

福感不断提升, 连续五年群众环境满意度测评达 95%以上。 杨庄智慧农业园电商

馆, 全面展示了该村农业发展的新思路, “四好农村路” 为电商物流提供了保障,

李堡农产品从农路运往全国各地。 同时, 因为良好的交通环境, 杨庄吸引了多家投

资超亿元的企业, 围绕农业产品进行深加工, 初步形成了以点串线、 以线串面的大

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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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市将以习近平总书记对 “四好农村路” 重要指示批示和视察南通重要讲话精神

为指导, 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深化 “四好农村路” 全国示范县创建成

果, 持续深入推进 “路长制”, 全力推动 “四好农村路” 高质量发展, 为加快建设交通

强国、 服务乡村振兴、 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海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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