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北京市通州区

夯责任　 强技术　 重宣传
全面推行 “路长制”

近年来, 通州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四好农村路” 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的意见》, 加快补齐农村

公路管养短板, 夯实地方政府责任, 建立规范化可持续管护机制, 加快提升农村公路治

理能力。

一、 强化组织领导抓落实

按照国家、 北京市关于农村公路 “路长制” 相关政策文件的精神, 通州区制定出台

了全区乡村公路 “路长制” 实施方案, 确定了全区农村公路 “路长制” 工作领导小组

组成人员, 进一步强化了 “路长制” 工作的组织领导。 同时, 根据 “分级管理、 属地负

责” 的原则, 设立区、 乡 (镇) 两级组织管理体系, 各级分设路长及路长办公室。

图 1　 通州区人民政府网站 《通州区乡村公路路长制实施方案》 发布页面

区级层面, 由区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区级总路长, 负责路长制工作的总规划、 总调

度、 总协调以及养护资金的筹措和管理使用。 区级路长办公室由区政府分管副区长担任

办公室主任, 区财政局、 区交通局等相关单位为办公室成员, 负责具体组织实施路长制

相关工作。 各乡镇设立乡镇级路长, 由乡镇人民政府主要领导担任, 负责本辖区路长制

工作的调度、 协调、 落实等工作, 各乡镇均设乡级路长办公室, 负责具体落实并实施路

长制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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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通州区马驹桥镇、 张家湾镇人民政府路长制实施方案

在相关工作开展中, 为进一步压实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责任, 结合实际情况, 通

州区将巡视员纳入路长制管理体系, 形成 “区有路政员, 乡有专管员, 村有巡视

员” 的农村公路管理机制。 通州公路分局作为行业管理机构, 负责监督考核各乡镇

“路长制” 工作具体落实情况。 目前, 通州区 9 个乡镇现共有 9 名专管员, 34 名巡

视员。

二、 健全体制机制抓长效

为确保通州区 “路长制” 各项工作有序进行, 通州区从巡视内容及标准、 人员打卡

频率、 信息变更三方面进行制度建设, 规范各项工作要求。

巡视内容及标准建设方面, 编制 《通州区乡村公路路长制标准化文件日常养护技术

手册》, 充分吸取通州区十余年乡村公路养护工作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 整体遵循

“简明、 实用、 可操作” 的原则, 结合地理和季节特点明确各养护月份的养护重点, 规

范巡视人员养护标准, 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操作性。

人员打卡频率要求方面, 建立 《通州区 “路长制” 巡视打卡系统管理人员及巡视人

员名录册》, 对通州区乡村公路、 桥梁月度巡视打卡频率做出明确规定, 同时明确各巡

视人员负责道路、 桥梁的名称、 路线编号、 起止点名称、 里程等信息以及各二维码打卡

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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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通州区乡村公路路长制标准化文件日常养护技术手册》

图 4　 《通州区 “路长制” 巡视打卡系统管理人员及巡视人员名录册》

信息变更方面, 考虑存在由于征地拆迁、 道路建设等原因导致无法打卡或乡镇巡视

人员新增或流失等现象, 制定 《通州区 “路长制” 巡视打卡系统变更申请表》, 规范人

员变更流程, 提升管理严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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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强化技术支撑提效率

(一) 信息化手段支撑 “路长制” 有效运行

一是搭建乡村公路路长制管理平台。 目前, 平台主要功能包括信息公示、 巡视打

卡、 频率统计等, 群众用户可通过扫描终端实体二维码公示牌查看路长制公示信息, 管

理用户可通过平台实现巡视人员考核次数统计, 各乡镇考核结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成

绩。 不同用户界面如下:

图 5　 巡视员用户首页界面 图 6　 区级路长办公室人员用户首页

图 7　 群众用户扫码进入界面 图 8　 巡视人员扫码进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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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道路、 桥梁二维码安装照片示意图

二是完善乡村公路管理巡检系统。 组织开展不定期巡检, 除道路坑槽、 桥梁栏杆破

损之外, 重点检查事项还包括不规范交通标志标线、 路侧护栏缺失、 排水不畅等影响道

路安全的路基及沿线设施内容。 根据巡检情况建立动态巡检台账, 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

行监督整改。 对巡检过程中发现的典型问题、 重点问题, 通过 “农村公路管理巡检系

统” 将问题分配至产权单位, 并对产权单位隐患处理的及时率和响应率进行评估, 评估

结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成绩, 与年度养护费挂钩, 以此不断促进乡镇养护水平的提升。

三是推进一路一桥一档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 该平台基于手机微信小程序, 可以实

现道路 /桥梁信息快速查阅、 道路 /桥梁快速定位、 资产信息查阅等功能。 目前, 平台用

户包括区级用户和乡镇级用户, 区级用户可查看全区乡村公路及桥梁信息, 乡镇级用户

仅可查看本镇信息。

(二) 技术指导及人员培训

为解决基层巡视人员能力和经验不足等问题, 多次组织关于路长制养护标准手册、

信息化平台应用等内容的培训, 同时编印培训教材以指导各乡镇人员开展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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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农村公路管理巡检系统问题上报页面

图 11　 2021 年通州区各乡镇巡检上报问题成绩排名示意图

四、 加强宣传引导聚人气

为进一步提升乡村公路实施效果, 引导群众加入爱路护路队伍, 通过报纸、 电视、

公众号、 互联网等多种宣传渠道和媒介对 “路长制” 进行宣传, 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和社

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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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公路分局用户首页 图 13　 平台相关搜索和定位功能

图 14　 历年农村公路道路检测报告 图 15　 历年农村公路桥梁检测报告

五、 取得成效

一是主体责任更加明确。 各乡镇牢固树立区、 乡 (镇) 两级 “一盘棋” 思想, 积

极贯彻落实全区关于路长制的各项决策部署, 制定了实施方案, 明确了专管员、 巡视员

名单及负责的路线编号、 路段名称、 里程等信息, 乡村公路的日常养护管理责任到人,

管理责任进一步压实压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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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技术手册及培训材料照片示意图

图 17　 路长制二维码公示牌编号及分布地图示意图

图 18　 乡村公路路长制信息化系统培训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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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乡村公路路长制信息化系统基层人员培训照片

图 20　 北京城市副中心报纸宣传图片

　 　 二是协同联动更加顺畅。 打破了之前乡村公路管理由一个部门负责的管理模式, 部

门协同、 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 区级层面, 出台 《通州区农村公路提档升级

工作方案》, 建立区相关部门联审工作机制, 成立联审工作小组, 确保了包括窄路加宽、

隐患治理等工作的规范开展。 乡级层面, 于家务回族乡政府组织市政、 安监、 交管、 公

路等部门协同研究交通隐患治理方案, 取得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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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北京城市副中心报宣传图片

图 22　 北京电视台 《都市晚高峰》 节目-宣传视频画面

三是统筹谋划更加主动。 各乡镇政府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和规划, 主动谋划 “十四

五” 期间的各项工程。 潞城镇因地制宜, 在 2021 年底编制窄路加宽规划和分年度的实

施计划。 西集镇结合大运河文化产业发展, 研究制定 “四好农村路” 建设方案, 经镇级

路长和路长办公室审议, 纳入 2022 年建设任务。

四是治理成效更加显著。 “路长制” 实施以来, 加强对道路坑槽、 不规范交通标志

标线、 路侧护栏缺失、 桥梁栏杆破损等影响道路安全问题的检查, 建立动态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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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账, 督促乡镇早发现早治理。 各乡镇隐患处理的及时率和响应率与年度养护费挂钩。

2021 全年各项监督检查 137 次, 发现隐患 365 处, 整改完成 362 处, 隐患处治率 99%。

图 23　 公众号宣传图片

·11·


	农村公路“路长制”典型案例 1
	农村公路“路长制”典型案例 2
	农村公路“路长制”典型案例 3
	农村公路“路长制”典型案例 4
	农村公路“路长制”典型案例 5
	农村公路“路长制”典型案例 6
	农村公路“路长制”典型案例 7
	农村公路“路长制”典型案例 8
	农村公路“路长制”典型案例 9
	农村公路“路长制”典型案例 10
	农村公路“路长制”典型案例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