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 27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由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与宁夏广播电视台交
通频率部联合举行的“天堑变通途——话说宁
夏黄河公路大桥”系列报道在银川正式启动。自
治区交通运输厅党委委员、副厅长金花，宁夏
广播电视台副台长牛中奇出席启动仪式。

金花在启动仪式上强调，我区黄河大桥建
设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宁夏交通运
输事业发展的历史，凝聚着宁夏交通人不畏艰
险、顽强拼搏的精神力量。开展这次系列宣传
活动，回顾总结宁夏公路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历

史，是一次宣传宁夏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新中
国发展史的具体实践，对交通运输系统正在开
展的净化修复政治生态，提振行业干部职工干
事创业信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将进一步
激发全区人民“建设美丽新宁夏，共圆伟大中
国梦”的信心和干劲。

70载沧桑，70年巨变，在党的民族区域自
治政策光辉照耀下，在党中央亲切关怀下，自
治区党委、政府发动全区人民奋发图强，从
1970年建成我区第一座黄河大桥——叶盛黄
河大桥开始，经过几代交通人的不懈奋战，宁

夏境内黄河上已耸立起16座公路大桥，平均每
25公里就有一座飞架，我区成为黄河、长江流
经省份架桥密度最大的省区。在塞上江南描
绘出了最新最美的蓝图。目前，还有 3座大桥
正在抓紧进行建设。

此次采访活动为期 3周时间，将采用广播
现场连线、录音报道、微信、微博、短视频、H5等
形式，通过宁夏广播电视台官方网站和红枸杞
APP进行链接，全面、立体展现 70年来宁夏在
黄河上架设19座大桥的感人故事。

（厅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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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自治区交
通运输厅党委召开了理
论学习中心组第 13 次
（扩大）学习会。学习会
以“推动交通运输系统
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交通运输厅党委书
记、厅长曹志斌主持会
议，厅党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成员、厅属各单位负责
人，厅机关各处室负责
人一同参加学习。曹志
斌和其他 3名同志围绕
主题做了交流发言。

曹志斌指出，推动
交通运输系统机关党的
建设高质量发展，必须
把把准政治方向作为第
一要求，把保持党员队
伍的纯洁性作为根本追
求，把增强战斗力作为
基本方向，理论联系实
际，通过提高交通运输
系统机关党的建设质
量，进而实现交通运输
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曹
志斌强调，要实现交通
运输系统党的建设高质
量发展，一是要进一步
加强理论学习，将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
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
会议发表的重要讲话精
神，融入到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思想体系中去；二是
要进一步抓好问题整
改，对标对表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
入查摆目前机关党的建
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以钉钉子的精神，
同步抓好整改落实，实
现交通运输系统各级党

组织党的建设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三是要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各级党组
织要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牵住责任制
这个‘牛鼻子’”的要求，切实将各级党组
织书记主体责任、班子成员和各级领导
干部“一岗双责”落实到位。

高路入云端、虹桥卧山涧。
巍巍贺兰山、滔滔黄河水，不仅见证了古丝

绸之路的悠扬驼铃、队队商旅，见证了“今日长
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期冀和感叹，也见证
了宁夏交通从“羊肠九回”到纵横交织，四通八
达的沧桑巨变，见证了宁夏交通人艰苦奋斗、开
拓创新的历史足迹和创业情怀。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宁夏交通是什么样子?
有帧照片很能说明问题:旅客与黄牛“并驾”,正
拉着汽车爬山。有一组数字更能说明问题:
1949年9月底,全宁夏民用汽车保有量为38辆;
木帆船54只;水久和半永久式公路桥各一座,计
109.8米;以土路面为主的“公路1167公里,按当
时国土面积平均,每百平方公里有公路 0.42公
里。“晴日尘飞扬,谓之‘扬灰路’;雨天一片泥泞,
变成“水泥路’,”是当时公路的真实写照。牛车
载,毛驴驮,乃至人背肩扛,是当时宁夏的主要运
输方式。有位记者来宁夏考察半月,其结论是:
远介朔陲,交通梗阻。

70载沧桑,70年巨变。在党的民族区域自
治政策光辉照耀下,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自
治区党委、政府发动交通职工奋发图强,在塞上
江南描绘出最新最美的蓝图。

如今，一条条土路变成高速公路，逐渐
成网；

一条条国省县道在城市间架起，缩短着时
空距离；

一条条四好农村路散射到全区的各个角
落，货物通达……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交通建设不断助力宁
夏经济快速发展。这背后是宁夏交通人冒严
寒、顶酷暑，斗激流、战山塬，逢山开路、遇水架
桥，用结满老茧和水泡的双手书写了一部厚重
的公路史诗，用信念、力量、青春和满腔热血筑

就了宁夏交通事业一
座座历史丰碑。

今年已经 86 岁
的王德明老人是宁夏
固原市南河滩大桥的
设计者与建设者，说
起当时的情况来仍历
历在目。

清水河是流经固
原境内的黄河支流，
是沿线十几万人畜饮
水的主要来源。但清
水河把固原城区阻隔
为东西两半，成为河
东 居 民 进 城 的“ 屏
障”，也阻碍了固原和
外界的联系。

1958年，宁夏回
族自治区成立，刚刚
从西安交通专科学校
毕业不久的王德明服
从组织安排，被分配
到固原专属交通局工
作。“当时的场景就是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路都是土路和石子
路，清水河一边有汽车站、农机厂，一边是主城
区，很多老百姓只能踩着石头往来于河的两岸，
一旦遇到下雨或洪水就无法通行，建设桥梁成
为当时百姓最急切的出行需求。”王德明回忆
道。作为一名专业的技术人员，桥梁设计与建
设的重任落在了他的肩上。为调查固原地区的
水文、地势，他走访了很多老年人，向他们了解
情况，选择修建桥梁的地址。经过几个月的调
研，最终完成了桥梁的设计工作。

“当时我完全按照国家钢筋混凝土相关要
求，设计了 8米宽的行车道、1米宽的非机动车
道，建设一座可永久性使用的桥梁。”王德明告
诉记者，设计在当时来说有些超前，很多人不理
解不赞同，经过多方努力，最终达成共识，于
1959年开工建设。由于当时技术条件有限，全
靠人工劳动力，建设中遇到了种种困难，但全体
人员坚定信心、破除万难、一心就要把桥建好。

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南河滩大桥建成使
用，连通了清水河两岸，成为固原和外界连接的

重要交通枢纽。
上世纪 50 年代的

宁夏，交通闭塞、经济
落后，马车、骆驼、羊皮
筏子随处可见。由于
不沿边、不靠海，公路
成了老百姓最主要的
交通运输方式。

伴随着宁夏经济
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代
代宁夏交通人斗天斗
地，砥砺奋进，实现了
宁 夏 交 通 的 一 次 次
突破：

1963年，宁夏第一
条沥青路在汝西路正
式开铺，拉开了全区公
路历史的“黑色革命”。

1970 年 12 月 26
日，宁夏首座黄河大桥
叶盛黄河公路大桥建
成通车。

1998 年 11 月 18

日，宁夏“三纵六横”公路主骨架中的东部纵干
线全线贯通。

1999年，宁夏第一条高速公路姚叶路建成
通车，结束了全区无高速公路的历史。

2008年，宁夏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
公里。

时代成就伟业，梦想缔造辉煌。党的十八
大以来的六年，宁夏全区公路水路累计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 988 亿元，相当于新中国成立至
2012年投资的1.7倍。建成青兰高速公路东山

坡至毛家沟段、固原至西吉以及青
银高速银川至宁东段八车道高速
公路等一批重点项目，共计安排建
设高速公路总规模约870公里。新
增高速公路里程 353公里，八车道
高速公路 105公里；完成国省道改
造约 1600公里，并完成了中卫、中
宁、石嘴山三座黄河公路大桥的加
宽改造，新建银川兵沟、滨河和永
宁、叶盛4座黄河公路大桥，今年还
将建成红崖子黄河公路大桥。六
年来，宁夏公路总里程由 2.65万公
里增加至 3.54万公里，新增约 8900
公里，路网密度达53.3公里/百平方
公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区高
速公路通车里程1678公路、普通国
省干线公路通车里程4960公里、农
村公路2.7万公里，分别增加354公
里、1700公里和 6000公里；实现所
有县城通高速公路目标，国家高速
公路建成率67.5%。普通国道二级
及以上公路比重超过 90%，普通省
道二级及以上比重34.4%，全区193

个乡镇、2256个建制村全部通沥青水泥路。
大道如网，纵横交错；长路似虹，车流如

织。公路交通发展切实改变了当地的发展环境
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
脚泥”正逐步成为历史，公路交通成为惠及群众
最多、惠及面最广、惠及效果最为直接的民生工
程之一，宁夏这块古老而又贫瘠的土地，因为有
了公路交通的快速发展而焕发出勃勃生机。

目前，宁夏全区公路路网结构更趋完善，实
现了内通外联，“三环四纵六横”高速公路网和

“1222”普通干线公路网络基本构建，农村公路
连接节点和覆盖范围大幅提升，跨黄河公路桥
梁为沿黄地区发展提供了便捷条件。对外开放
公路通道更加顺畅便捷，宁夏与周边省份相邻
地级市基本实现高速公路连接，与周边省份相
邻县市全部实现普通国省干线连接，全区重要
公路运输通道和所有县城对外连接全部形成高
速公路和普通干线公路“一主一辅”的格局。

“今年宁夏将完成公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
120亿元以上，新增高速公路 110公里，升级改
造普通国省干线公路 195公里，新改建农村公
路 900公里以上”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长曹志
斌介绍。 毛永智 文/图

厅党委召开厅党委召开““不忘初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专题民主生活会，，曹志斌强调曹志斌强调

确保主题教育各项任务和本次专题民主生活会各项问题整改落实到位确保主题教育各项任务和本次专题民主生活会各项问题整改落实到位
按照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和自治区党委“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自治区纪
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安排要求，8月 28日，自治
区交通运输厅党委召开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专题民主生活会。会议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线，聚焦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这一主题，突出力戒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这一重要内容，围绕理论学习有收获、思
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
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目标，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四个对照”“四个找一找”的要求，盘点
收获、检视问题、剖析根源，认真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

厅党委书记、厅长曹志斌主持会议，自治区
第三巡回指导组组长黄湘宁出席会议并做了点
评，驻厅纪检监察组和厅机关相关处室负责同志
列席会议。

交通运输厅党委对开好本次民主生活会高度

重视，会前党委班子坚持组织学习、深入谈心谈
话、广泛征求意见、深刻检视问题，并认真撰写
了检视剖析材料，为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做好充
分准备。

曹志斌代表交通运输厅党委作对照检查，从
五个方面谈收获，从四个方面对标对表检视问
题，从理想信念、担当作为、群众观念、政治生
态等方面剖析根源，并提出了整改措施。曹志斌
带头做个人对照检查，其他党委委员逐一对照检
查，并开展了相互批评。

黄湘宁在点评时认为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政
治站位高，准备认真充分，能够紧扣主题，把握
准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严肃认真实在，自我
批评问题找的准找的实，给自己画像准确。相互
批评出于公心，敢于负责，辣味十足，达到了咬
耳扯袖、红脸出汗的效果，是一次高质量的民主
生活会，达到了预期效果。黄湘宁指出，要持续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扎实抓好整改落实工
作，确保取得实效。

曹志斌在总结时指出，这次民主生活会大家
进行了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达到了统一思想、
凝聚共识、团结奋斗的效果，增强了党内政治生
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在思想
作风和党性上又一次集中“加油”“补钙”，进一
步强化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与担
当，为全面推进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打下良好基
础。他强调，要贯彻落实好自治区第三巡回指导
组的各项要求，形成主题教育长效机制，进一步
强化政治建设，在“走在前、作表率”上下功
夫；进一步强化理论武装，在“学懂弄通做实”
上下功夫；进一步强化作风建设，在担当作为上
下功夫；进一步强化整改落实，在解决问题上下功
夫，确保主题教育各项任务和本次专题民主生活
会各项问题整改落实到位。

（机关党委）

吴长青对水路运输行业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提出要求
为扎实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切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水路运输行业基
层延伸、向纵深发展。8月29日，自治区交通运
输厅在全国海事廉政文化建设示范单位原吴
忠市地方海事局举行了全区水路运输行业第
十七个“廉政警示教育月”专题活动。厅党委
委员、驻厅纪检监察组组长吴长青出席活动，
全区水路运输行业近40余人参加活动。

吴长青组长在活动中对全区水路运输行

业进一步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水上交通工作
提出三项要求。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
开展廉政警示教育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结
合落实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净化修复政治生态
相关要求，进一步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廉
政教育，从根子上解决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存
在的突出问题。二是立足本职，确保水路运输
安全发展。在机构改革期间要提高政治站位，
克服等待观望思想和侥幸心理，杜绝松懈麻痹

情绪和惯性思维，认真落实海事监管工作措
施，确保水上交通监管职责不落空。三是固本
清源，推动水路运输高质量发展。要充分汲取
交通运输行业系统性、行业性、塌方式腐败深
刻教训，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培育水运
市场发展为主线，促进水运工程建设和发挥效
益为抓手，探索建立新的工作机制，优化办事
流程，切实提高服务水平。

（张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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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日，厅党委委员、副厅长金花
带领督导组，对自治区运管局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金花听取了自治区运管局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工作开展情况专项汇报，对自
治区运管局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取得的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对进一步
做好各项工作，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向纵深发展提出三项要求。一是坚持问
题导向，以中央督导组转办问题线索的
整改落实为重点，严格按照程序规定，实
事求是、严谨细致的做好扫黑除恶各级
各类问题线索的清零工作。二是注重疏
堵结合，行业乱象问题治理要疏堵共治，
贯彻落实好《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推动道路客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
导意见》等文件精神，做好“疏”的文章，
多途径解决好老百姓的出行问题。三是
抓好工作衔接，市、县运管机构已整体移
交地方管理，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
革正在稳步推进，要高度重视过渡期间
的各项工作，履行好监督指导的工作职
责，做到各项工作有序衔接，不断档、能
连续。

督导组还查阅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工作会议记录及问题线索“一案一卷”建
立情况，抽查了解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工作开展情况及有关知识掌握情况。

（杨伟东）

经过工程建设

者不懈努力，自治

区“十三五”交通重

点项目——京藏高

速公路改扩建工程

金积至滚泉段（西

半幅）“四改八”和

滚泉至桃山口“六

车道”新建段 9月 1
日上午正式建成通

车试运行。这标志

着历时 3 年实施的

京藏高速改扩建银

川以南工程全部按

期完工。（详情见第

3版）
毛永智 摄

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政府网站网址：
http://jtt.nx.gov.cn

（银）金审服内准字 201900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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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藏高速改扩建银川以南全线建成通车京藏高速改扩建银川以南全线建成通车

“天堑变通途—话说黄河公路大桥”系列报道活动启动

喜看宁夏阡陌变坦途喜看宁夏阡陌变坦途

俯瞰宁夏大地,一条条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在山河之间紧密相连,一幅日渐清晰的公路网把宁夏大地与外面的世界紧紧勾连。

今年已 86岁的王德明老人是宁夏固原南河滩大桥的设计者与建
设者，说起当时的情况来仍历历在目。

1970年12月26日建成通车的宁夏首座黄河桥——叶盛黄河公路桥。
吴光钧 提供

一条条穿山越岭的交通线，把发展的动能注入位于六盘山腹地的固原。发达的交通已经成为挺立固原市域
经济发展的“脊梁”、承担起改善民生的“先行官”、担负起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排头兵”。图为Ｇ22青兰高速公路
穿过地处六盘山下的固原市隆德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