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城市交通运输局 2021 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序号 事项名称 基本内容 承办科室 设立依据 备注

1 持续加强常态化疫情防控

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人

物共防”的原则，压实疫情防控

责任，分区分级抓好交通场站和

交通工具消毒、通风以及人员佩

戴口罩、测量体温等防控措施，

抓好出租车动态视频系统安装，

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

责任单位：各县

（市、区）交通运

输局，市局各有关

科室及下属事业

单位

中央、省、市部署要求



2 协调推进干线公路建设。

市公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充分

发挥牵头抓总作用，积极协调推

进全市 7 个高速公路（总里程

401.168公里，总投资 632.452 亿

元）、24个国省干线（总里程 665.8

公里，总投资 332 亿元）及河东

东街延长线（里程 4.32公里，总

投资 5.01 亿元）项目。加快推进

高速公路项目，协调推进闻垣高

速古城联络线、临猗黄河大桥及

引线、运三高速三门峡公铁黄河

大桥连接线 3 个在建项目建设，

闻垣高速古城联络线 2021 年上半

年通车运营；积极协调省交通运

输厅，力争 G5514 晋永高速阳运

责任单位：各有关

县（市、区）交通

运输局，市局公路

管理科

公路法



段和风陵渡黄河大桥及连接线 2

个项目开工建设；推进夏县泗交

至渑池高速、永济至芮城太安高

速 2 个项目前期工作。加快推进

国省干线项目，协调推进 G108 河

津市过境改线寺庄至龙门段、

G521盐湖段改建、G522平陆三湾

至常乐段改建、G342闻喜县城过

境改线、S232临夏线新绛县城过

境段改线、S237裴运线南张至薛

李段公路改建 6 个在建项目建设；

推进 G209 运临连接线（临猗段）

改造、G209盐湖区北孙坞至圣惠

北路段扩建 2 个项目开工建设；

推进 G108 新绛至河津段改扩建、



G342临汾界至运城段改扩建 2个

拟收费公路及其他 14 个项目前期

工作。加快推进河东东街延长线

项目，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

府安排部署，协调夏县政府和运

城经济开发区加快做好河东东街

延长线项目土地调整、征地拆迁

和前期手续办理等前期工作，力

争 2021年上半年开工建设。

3

强力推进黄河一号旅游公路

建设

紧紧围绕“专用性、安全性、智

慧性、环境友好型”总思路和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

范带建设总部署，加快黄河一号

旅游公路“五大系统”高质量建

设。2021年全市要全面完成一期

责任单位：各有关

县（市）交通运输

局，市局公路管理

科、道路建养服务

中心

公路法



规划（2018-2022 年）续建工程

222.6公里的建设任务，完成投资

10.7亿元，提前实现黄河一号旅

游公路全线贯通，力争五年任务

四年完。完成河津市、万荣县、

临猗县 100公里“城景通、景景

通”黄河风情示范段建设。提前

实施二期（2023一 2027年）（648

公里 43.8 亿元）工程，全年要力

争完成 159.1 公里主体工程，完

成投资 8.4亿元。

4

统筹做好沿汾河旅游公路规

划设计工作。

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新绛县、

稷山县、河津市、万荣县交通运

输局配合做好沿汾河旅游公路规

划设计工作、国土空间规划调整

责任单位：新绛

县、稷山县、河津

市、万荣县交通运

输局，市局公路管

公路法



工作以及立项等前期工作，负责

沿汾河旅游公路主体系统实施等

工作。

理科、道路建养服

务中心

5

深入推进“四好农村路”建

设。

2021年，全市要完成农村公路提

升改造工程 464.8 公里、安全生

命防护工程 59 公里、危桥改造 3

座，完成投资 9.2 亿元。深入贯

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

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的意

见》、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农

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的实施

意见》《关于在全省全面推行农村

公路“路长制”的通知》、市政府

办公室《关于印发运城市深化农

责任单位：各县

（市、区）交通运

输局，市局公路管

理科、道路建养服

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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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办公厅

《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

的实施意见》《关于在全省全面推行农村

公路“路长制”的通知》、市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运城市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

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

案的通知》文件要求，以完善管

养体制、强化资金保障、健全长

效机制为重点，全面实施农村公

路县、乡、村三级“路长制”，建

立“精干高效、专兼结合、以专

为主”的管理体系。加强农村公

路养护工作，落实县级政府农村

公路管养主体责任，农村公路列

养率 100%，年末优良中等路率保

持在 89%以上。持续推进“四好农

村路”示范县创建，继续实施农

村公路平交道口“一灯一带”工

程，提升农村公路服务品质和保

障能力。



6

积极推进黄河小浪底库区老

鸦石与三门峡库区（山西段）

航运工程建设项目、临猗薛

公至吴王航运工程项目前期

工作。

积极推进内河客货码头的前期工

作。加快推进在用渡口、码头视

频监控安装应用工作，做到在用

渡口、码头视频监控全覆盖。健

全完善水上搜救应急预案，定期

组织水上搜救应急演练。

责任单位：沿黄八

县（市）交通运输

局，市局水路管理

科、地方海事服务

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航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

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7

加快推进综合运输体系建

设。

七、加快推进综合运输体系建设。

加快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加

快客运枢纽完成续建 1 个（芮城

客运站），公交场站新开工 3 个项

目（运城市公交东停保场、绛县

横水公交站、夏县公交客运总

站），乡镇客运站新开工 2 个项目

（新绛北张客运站、泉掌客运

站）；货运枢纽新开工 2个项目（临

责任单位：各县

（市、区）交通运

输局，市局综合运

输科、道路运输服

务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猗县物流集散枢纽智慧项目、垣

曲县新城镇仓储物流中心）；智慧

交通新开工 4 个项目（绛县、夏

县、稷山县、平陆县智慧交通平

台）。优化调整货物运输结构，货

物运输结构继续完善以铁路为主

的大宗货物中长距离运输格局，

推进多式联运型和干支衔接型货

运枢纽（物流园区）建设，加快

推进集装箱多式联运，甩挂运输

等运输组织方式。完善农村物流

网络节点体系，打通乡村物流“最

后一公里”。大力推进道路客运转

型发展，加快客运班线转型升级，

开展“定制客运”“区域经营”，



充分发挥道路客运“点到点”“门

到门”“随客而行”“机动灵活”

的优势，引导道路客运多元化，

满足公众个性化道路出行需求。

持续提升城市公交服务质量，进

一步优化公交线网结构，创新公

交服务模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为市民提供更加优质的公交出行

服务。推进“交旅融合”发展，

依托汽车客运站，加快推进“交

通+旅游”集散中心或“旅游客运

超市”建设，大力推进景区景点

旅游专线、旅游直通车的开通，A

级景区通车率达 100%。鼓励城乡

客运一体化发展。推进城市公交



向乡村延伸，提高公共服务均等

化水平。

8

巩固深化“三大攻坚战”成

果。

持续巩固拓展交通脱贫攻坚通

路、通车成果，抓重点、补短板、

强弱项，有效防止“通返不通”

现象，建立完善长效机制，提升

农村客运服务水平，为广大群众

创造更加优良的出行环境。不断

巩固交通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果，

持续推进机动车结构升级，大力

推广新能源车辆，新增及更新公

交车、出租车全部采用新能源汽

车，全市淘汰燃油公交车 51 辆，

责任单位：各县

（市、区）交通运

输局，市局综合运

输科、公路管理

科、市交通运输综

合行政执法队、道

路建养服务中心、

节能减排中心、道

路运输服务中心

《中共运城市委运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全

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实施意见》（运发〔2018〕23

号）、《运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运城市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运政发〔2018〕27号）和《运城市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运城市 2018—2019年

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的通知》（运政发〔2018〕28号）



年底全市新能源公交车达到

100%；推进全市燃油出租车淘汰，

力争年底全市新能源出租车达到

100%。

加快老旧车辆淘汰，加大国三及

以下排放标准营运中型和重型柴

油货车淘汰力度，6 月底前全面完

成省下达的 2021年 3691辆淘汰

任务，牵头抓好中心城区新能源

轻型货运配送汽车推广应用。推

进公路扬尘污染长效常态治理，

建立完善公路扬尘污染治理长效

机制，严把车辆覆盖出场关、路

面养护保洁关、抛撒扬尘执法关、

路域环境治理关。加强节能宣传，



认真做好 2021年度节能宣传周和

全国低碳日宣传工作，提倡绿色

生活、绿色办公、绿色出行理念，

提高行业节能低碳意识。

9

加强制度建设，推动公交高

质量发展。

完成东停保场一期工程建设工

作；积极协调二期前期手续办理，

力争 6 月开工建设。持续推进线

网优化，新开 6 条线路，调整 3

条线路，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

中心城区新增 40 公里公交专用

道。

责任单位：市局综

合运输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10

继续推进运城机场改扩建项

目，启动飞行区改扩建工程，

2021年底前完成 50%的建设

任务。

完成航空口岸验收工作，实现航

空口岸正式开放。

市局综合运输科、

民航机场建设中

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