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吉林省舒兰市

健全组织　 创新举措　 完善机制
推进 “路长制” 工作落细落实

舒兰市位于吉林省东北部, 是中国生态稻米之乡、 果实之城。 2019 年以来, 舒兰市

委、 市政府着眼构建 “政府主导、 行业主管、 属地负责、 履责到人” 的农村公路管理养

护体制, 积极探索农村公路 “谁来管、 管什么、 怎么管” 等问题, 较好地推进了 “路长

制” 落地落实, 域内农村公路 2441 公里列养率达 100%, 2021 年底优良中等率由 2018

年的 72%提升至 85%。 为服务 “三农” 工作、 打赢脱贫攻坚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

了坚实的交通保障。

图 1　 乡道法莲线 “美丽农村路” 创建拉动沿线绿色水稻基地建设和棚膜经济发展

一、 高位推进上下联动, 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氛围

舒兰市从健全组织体系入手, 注重发挥 “三个作用”, 较好地解决了 “谁来管” 的

问题。

一是发挥领导小组的龙头作用。 2019 年 4 月, 市政府出台了 《舒兰市 “路长制”

实施方案》, 将推进 “路长制” 列入全市重点工作任务目标, 成立了由主管市长任组长,

交通、 财政、 农业等 9 个部门参加的 “路长制” 工作领导小组, 统筹协调、 全面领导全

市 “四好农村路” 工作。 为确保 “路长制” 落地落实, 市政府每年为每个乡镇拨付 10

万元日常管养经费, 80 万元路管员劳务派遣费, 强化了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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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吉林市 “路长制” 工作方案 图 3　 舒兰市 “路长制” 实施方案

二是发挥路长办的牵头作用。 按照 “属地管理、 分级负责” 的原则, 市级路长办设

在市交通运输局, 负责落实总路长和市 “路长制” 工作领导小组工作部署, 牵头推进全

市 “路长制” 工作的组织实施, 制定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督导考核乡 (镇) 路长落实

工作职责, 开展相关业务培训, 指导乡 (镇) 路长办开展工作。 四年来, 市路长办通过

建章立制, 严格交办、 督办, 指导、 考核乡 (镇) 路长办落实各项工作, 推动全市 “路
长制” 工作全面向前推进。 自 2021 年起, 市路长办创新 “四会、 四落实、 四突出” 工

作模式, 即: 春季召开全市 “春整” 工作会议, 落实农村公路春季路况恢复工作, 突出

抓好绿美化工作; 夏季召开全市农村公路小修维养工作, 落实日常养护计划, 突出抓好

汛期防灾减灾工作; 秋季召开 “秋整” 工作会, 落实秋整工作内容, 突出抓好路肩整形

边沟清理工作; 冬季召开除雪防滑工作会议, 落实除雪防滑工作任务, 突出抓好农村公

路安全通畅工作。 经过一年来落实推进, 并结合月检查、 周调度等方式使我市农村公路

日常养护工作得到了有效落实。

图 4　 路管员岗前培训 图 5　 舒兰市路长制办公室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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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发挥路长的一线作用。 按照 “一路一长、 路路有长” 的原则, 全市共设置 306

名路长。 其中: 市级总路长 1 名、 由市长担任, 统筹推进全市 “路长制” 工作; 县级路

长 5 名、 由副市级领导担任, 乡级路长 100 名、 由副乡级以上领导担任, 村级路长 200

名、 由村书记和村主任担任, 负责所辖县道、 乡道和村道管养及路域环境治理工作。 为

确保工作有效落实, 乡镇以劳务派遣用工的方式聘请路管员、 村委会设置扶贫就业公益

岗等形式, 协助路长做好日常巡查养护工作。 使我市 5 条县道、 125 条乡道和 843 条村

道 “路路有人负责, 事事有人经管”, 全市路域环境极大改善, 农村公路管养水平和质

量持续提升。
舒兰市县级公路路长统计表 (2022 年度) 表 1

县级总路长: 市长候选人 陈雪松

序号 路线名称 路长姓名 职务 路管员姓名 公示牌数量

1 前金线 李德亮 副市长
赵星海 (乡道站) 3

孙俊峰 (养路段) 4

2 福天线 马丽霞 副市长 李国强 (养路段) 4

3 江新线 蔡俊峰 副市长 王显立 (乡道站) 2

4 舒开线 刘宏 副市长 孙俊峰 (养路段) 2

5 向水线 伊同强 副市长 孙刚发 (乡道站) 2

合计 5 人 ——— 7 人 17

2022 年 4 月份路长制工作统计 表 2

序号
属地

单位

乡级路长 村级路长

巡路次数 处理件次 巡路次数 处理件次

平台案件

处理次数
备注

1 小城镇 16 2 20 3 0

2 上营镇 13 2 16 1 2

3 新安乡 14 2 18 0 0

4 开原镇 15 4 10 2 0

5 七里乡 14 0 8 1 0

6 金马镇 12 0 6 0 0

7 平安镇 18 5 12 0 0

8 水曲镇 18 1 16 2 0

9 环城街道 20 2 22 4 0

10 滨河街道 10 0 0 0 0

11 天德乡 18 3 22 4 0

12 莲花乡 14 2 12 2 3

13 法特镇 14 4 20 4 3

14 白旗镇 17 3 18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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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属地

单位

乡级路长 村级路长

巡路次数 处理件次 巡路次数 处理件次

平台案件

处理次数
备注

15 溪河镇 14 2 16 2 0

16 吉舒街道 9 2 38 3 2

17 亮甲山乡 37 2 42 1 0

18 朝阳镇 11 1 35 2 1

合计 284 37 331 32 11

二、 创新举措力克短板, 构建各司其职的工作格局

舒兰市坚持问题导向, 把工作重心落在管理养护上, 解决好 “管什么” 的问题。

一是明确工作职责。 舒兰市委、 市政府对标农村公路 “建好、 管好、 护好和运营

好” 高质量发展要求, 将 “路长制” 工作基点落在 “管好、 护好” 上, 细化了市级路

长、 乡级路长和村级路长工作职责, 使工作开展有依据、 有支撑。

图 6　 路长制公示牌 图 7　 三级路长工作职责

二是细化工作内容。 市路长办紧紧围绕三级路长工作职责, 结合路长日常工作, 着

眼提升农村公路管养水平, 围绕 “干净、 整洁、 美观、 有序和安全” 5 个板块, 细化了

“路域环境卫生、 路面路基日常维护、 公路绿美化、 公路沿线设施维护、 损毁公路违法

行为处理、 违规占道清理、 除雪防滑、 隐患排查和应急处置” 等 21 项具体工作内容,

让各级路长抓有标准、 落有抓手。 几年来, 三级路长在农村公路路域环境治理和养护管

理上积极作为、 颇有成效, 仅 2021 年就推动全市完成路田分离 500 公里、 路肩修补 294

公里, 植树 18 万株, 美化 145 公里, 清收公路用地 194 公顷, 清理野广告 286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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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21 年度路田分离 图 9　 2021 年度乡村路美化

图 10　 舒兰市路长制组织体系及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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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严格工作流程。 各级路长依托 “吉林市农村公路信息管理平台” 路长制管理模

块, 由路管员、 群众利用 “吉路通” APP 或 12328 交通热线, 适时上传、 反映公路事件

(包括图片、 短视频或语音), 平台系统自动记录时间、 地点、 人物、 事件后, 市路长办

根据事件情况立案、 派单, 由各级路长协调解决难点问题, 公路管理段、 乡道管理站、

乡镇路长办或村委会监督 “三方养护公司、 三方保洁公司、 路管员和扶贫公益岗” 处理

问题, 再反馈信息管理平台, 形成了 “发现问题—交 (转) 办案件—协调难点—监督处

理—反馈平台” 闭环工作运行模式。 2021 年共处理涉路各类问题 2478 件次, 我市农村

公路路域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特别是 2020 年 11 月突发的冻雨灾害, 三级路长快速反应, 迅速调动人员、 装备、

物资, 清理倒伏折断路树 8 千余株, 处理重点隐患 178 处、 结冰路面千余公里, 保障了

全市公路安全畅通。

图 11　 处理冻雨压折路树 图 12　 乡村道路撒防滑料

三、 健全制度强化监管, 完善常态长效的工作机制

舒兰市探索完善选人、 管理、 考评机制, 着眼解决 “怎么管” 的问题。

一是人岗相适选好人。 选择综合能力强、 工作经历和经验较丰富、 有责任心的同志

担任市路长办负责人, 同时为其配备一名熟悉农村公路管养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乡镇

路长办负责人主要由原乡镇交通建设负责人兼任; 乡镇路管员挑选乡路就近农民担任,

以随时就近上路巡查、 处理日常养护工作。 选好人、 选对人, 对于 “路长制” 各项工作

的有效落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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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舒兰市路长制工作群 图 14　 路长巡查记录本内页

二是规范管理约束人。 市 “路长办” 先后制定完善了 《舒兰市路长巡查制度》 《舒

兰市路长制工作交办督办制度》 《舒兰市路长制工作信息公开制度》 《舒兰市专职路管

员管理制度》 等, 明确了联席会议、 公路巡查、 公路督办、 公路管理、 公路养护、 公路

应急反应等工作的程序; 规范了 “三定、 两挂、 一公开” 的路管员管理模式: “三定”

即定工作内容、 定工作标准、 定工作时限; “两挂” 即路管员工作成效与工资挂钩、 乡

镇路长办对路管员的管理成效与日常养护经费拨付挂钩; “一公开” 即在主要路段设置

“路长制” 公示牌, 将农村公路路长及路管员岗位职责信息向公路沿线居民公开, 接受

社会监督。 通过一套健全而科学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模式, 使我市路长制工作持续、 平

稳、 有序、 有效地向前推进。

图 15　 路长制各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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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科学考评激励人。 把 “路长制” 工作列入市政府重点工作任务目标进行督查考

核, 纳入乡镇街年末绩效考核内容, 每年底编制第二年三级路长责任清单、 任务清单,

明确任务时限, 调整、 完善考核办法。 通过市 “路长办” 日常检查、 专项督查、 公开通

报的方式, 强化乡村两级路长和乡镇 “路长办” 日常履职意识; 发挥 “路管员考勤微信

群” 和水印相机实时实地等时效性作用, 做好路管员的上岗远程监管。 2019 年以来, 先

后通报表彰了 8 个先进单位、 16 名先进个人, 解聘了 7 名路管员。

图 16　 除雪防滑检查通报 图 17　 路管员考勤工作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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