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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府对新冠肺炎珑’i育交通管控与

i5输保j咋工作指i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惊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对新报肺炎疫情联

|约联拉机制IJ (领导小姐、指挥部)交通管控与运输保障专班;

为深入贯彻游实国务院院对新冠肺炎疫11常lf.关|仿联控飞机制部署

安排,按照《关于现-一步做好应到新冠肺炎疫情交通管控与运输

保阵工作的:r晓夫口)) ( .11关|坊联才华:t;JL1!)"IJ综发[2021) 29号)要求写指可A

各地科学精准做好应对投情交通通行管校、放在运输管拉、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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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运输保障等工作,罔务院联防J跃投机制综合组交iE管控与运

输保障专班组织:ij走了《应对新抵肺炎疫情交通管控与运输保障

工作指南>} (附后)。现印发给你lCJ )供各地A交;通管校与运输保障;

专班工作参考。

区!舟院应对新型沉状病毒肺炎

疫情联防联投机制综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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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少边;臼务|兜应对新j证)j中炎d皮胁11

中匡i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r~号: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办

公厅(综合司、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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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据和适用范围

为切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交通管控与运输

保障工作,指导各地科学精准开展应对疫情交通通行管控、

旅客运输管控、应邀物资运输保障等工作,在严密防范疫情

通过交通运输环节传播扩散的同时,打递交通运输“大动脉’\

畅通“微循环’气全力做好重点人员、民疗物资和生产步活物

资运输保障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中

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

例))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管理办法》有关要求以及国务院应对新型商状病毒肺炎疫

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关于关于进一步做好应对新规肺炎

疫情交通管控与运输保障工作的通知>) (联防联控机制综发

(2021) 29号)等有关决策部署,制定了《应对新窥肺炎疫

情交通管控与运输保障工作指南>) (以下简称《工作指南)) )。

;本指南针对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实施街道(乡镇)或小区

封闭、城市个别市辖区封闭、城市(旦旦县城)封闭三类’情形,

分别提出交通通行管控、旅客运输管控以及重点人员物资运

输保障的工作原则、工作程序以及工作要点,为各地交通管

控与运输保障专班〈以r'í吗j你交通专班)在当地税!穷联控机

制领导下开展交通管控与“运输保障工作提供参考借鉴,也可

供其俄有关部门在疫情防控中参照使用。



2.工作原则

2.1分级分类

根据疫情低、中、高风险;不同级别,以及各地联防联控

机制分别对街道〈乡镇)或小区、城市个别市辖区、城市〈或

县城)全域实施封闭管理等;不同场景,结合当地疫情发展和

交通管控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实施交通管控与运输保

障措施,防止“一-刀切”简单化的管控D

2.2科学精准

科学研岁lJ疫情发展趋势,遵循客观规律,精准帝!l吏:交通

通行管校,以及铁路、公路、水路、民航、邮政、:城市交通

服务管控措施,着力优化工作流程,全面提升工作效率冒精

准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防止过度防控影响经济社会正常

1到丁o

2.口统筹兼顾

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坚持全国",._..t..~蛊棋,坚决.服从

服务国家疫情防控大局,打通交通运输“大动脉”,畅通“微

循环”口统筹谋划交通管控与运输保障工作,既要防止疫情

通过交通运输渠道传播扩散,又要保障通行畅通有序、保F章

重点物资和人民群众生活必需物资供应n

2.口协同联动

加强部门协调联动,协同会商研圳、统一部署调度,做

好信息共享,集中力量办大事,充分发挥工作合力口强化政

f吁..



企协作,及时响应企业诉求,及时解决交通管控问题,着力

健全运力储备,切实保障运输需求目加强上下协同联动,确

保各级交通专班管控和运输保障指挥调度体系畅:100精商敛。

3应急响应

出现疫情后,根据当地联防耳夹带机制的部署安排,立即

启动交通专班工作机制。按照上一级交通专班及本级联防联

控机制的要求,及时做好交通通行管控‘旅客运输管控这应

急物资运输保障工作。

3.1激活应急工作机制

收到当地联防联控机制指令后,当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应当合同公安、民航、邮政、非~赂等部门,立即启动交通专

班工作机制,实行实休化办公,完善人员设施设备,保障正

常运转。

3.2建立调度指挥体系

建立健全交通专班工作制度:_ .,完善上下级交通专班联络

机制,畅通信息报送渠道,准确掌握当地疫情发展变化形势,

及时将交通通行管控、旅客达输管控、应急物资运输保障以

及物资中转调运站运行-情况报上一级交通专班F并建立与一

线交通管控与运输保障工作机构、人员协同调度指挥体系,

明确工作重点,保障应急调度指悴)1[(1畅高效。

3.口做好应急值班值守

实行严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7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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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应急运输保障电话,建立变通管控在运输保障:事项台账,

按照“一甲事:一协调、一事一处理γ原则,及时协调解决交通管

控与运输保障问题。

4.交通管控

根据疫情中高风险所在地区联防耳失控机制部署安排,针

时疫情中高风险所在地区城市个别街道(乡镇)或小区〈村)

封闭、城市个别市辖区封问、城市(或县城)合域封闭管理

等三大类情形,分别常ij?这相应的交通通行管控宵旅客运输管

控方;髦。

4.1城市街道(乡镇〉或小区封闭管理情形

4.1,J道路交通管控要点

科学合理设置街i茸(乡镇〉或小区疫情防控检查站点,

规范枪Ijti点工作流程,明确通行要求,做到一次停车、同

步检查,寄:流量较大时,及时增加人员、设备和检查站点F

提高检查效串o

t定要求劝远非必要进、出封闭区域的车辆和人员,并做

好解释工作口对确需进出的,按规定开展体温检测、查验核

酸检测证明和通行证明等, 0道路交通通行要求及通行证明办

理方式要及时向社会公布。

4.1.2旅客埠输服务管控要点

4.1.2.1道路客运

封闭街没(乡镇)或小区所在县级行政区域的道路客运

4



站,应在旅客进站环节查验旅客72小时向核酸检测证明,

严格控制客车载客率。

按照最新版《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新冠肺炎疫情分

区分级防控指南)) ,分区分级严格落实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

工具消毒、现风、测滥、;郭~ ~J罩、查-验健康码、从业人员防

护和发热人民移交等要求D

4.1.2.2城市公共交通

( 1 )城市公交

中边站岱于管控区域内的公:交线路,应采取甩站或绕行

措施。首末站位于管控区域内的公交线路,应采取暂停运营,

或在管控区域外区间运营的措施。

管控区域所在市辖区内:朱暂停运营的公交线路,应严格

控制公交车辆满载卒,有中风险地区的应低于75%,有高风

险地区的应低于500精0口

。〉出租汽车

原则上[;口_暂停全市出租汽车(台网约车)、}I顶风车跨城

业务和城市内的拼车业务口暂停居住于管控区域内的出租汽

车驾驶员(含巡游丰、网约车)上路运营,禁止出租汽车(仓

巡游车飞网到J车〉到管控区域上客、落客口

未暂停i主营的公交线路、出租汽车应严格按照最新版

《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新泪肺炎疫情分区分级防控指

南》要求,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口

5



(,3 )城市轨道交通

根据疫情发生地城市人民政府要求,对封闭区域内城市

轨道交通车站实施封站措施。

4.1.2.口铁路客运

铁路客运站应配合地方联防附拉机制刘边站旅客查抢

72小时内书:联检测证明,严格控制客运列车超员率。

4.1.2.口水路客运

港口客运站视情在;旅客进站环节查验旅客72小时内核

酸检ym'l证明,严格控制客船载客率口

4.1.2.5氏航客运

民航机场按照最新版《运输航把公司疫情防控技术指南》

要求,采取相应的旅客航空出行防拉措施。

客运场站实行沙1口1温、扫码进站等防疫措施。

4.2城市个别市辖区封闭管理情形

4.2.1道路交通管按要点

按当地联防联控机制统一部署,在进出封闭区域的高速

公路、因省干线科学合理设置疫情防控检查站点,原则上行

政区域交界处|司一方向Jt设置一个检查站点,不得擅自阻断

或者隔离高速公路、因省干线和农村公路。

规;在检查站点工作流程,明确通行要求,做到一次停车,

同步检查,车流量较大时,及时增加人员、设备和检查站点,

捷商检查效率.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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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地联防联控机制要求,劝返非必要进、出封闭区

域的车辆和人员,并做好解释工作。对确需进出的,按规定

开展体温检测、查验核酸检测证明和通行证明等,符合通行

条件的检查站点不得随意限制通行,不得回防疫检查造成车

辆拥堵至高速公路主线口i营路失-iBi可行要求及通行证明办理

方式要及时向社会公布D

4.2.2旅客运输服务管控要点

4.2.2.1道路客运

原则上应立即暂停进出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辖区的省

际、市际客运班车、包车,并通报道路客运班线对开地区同

非执行有关措施。对于i在经的客运班线,要严格执何“点对点”

运输,不得在封闭市辖区内上下容。

4.口.2.2城市公共交通

( 1)城市公交

暂停封闭市辖区的公交线路。

(2)出租汽车

暂停全市出租汽车(含网约车)、J口l员风,车-跨城业r务,以

及城市内的拼车业异口

暂停封问市辖区的出租汽车(含巡游车飞网约车)业务。

暂停居住于封闭市辖区的出租汽牢驾驶员{含巡游车、

阿约车)上路边营,禁」)二出租汽车L含巡游:亨、网约年)到

封闭市辖区上容、?在客。

7



(3)城市轨道交通

根据疫情发生地所在城市人民政府要求,对封闭区域内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实施封站措施。采取轨道交通封站数占比

超过50%(含)的线路,可视情采取暂停运营措施。

4.22..口铁路在这

铁路客运站应自己台地方联防联拉机制!对进站旅客查验

72小时内核酸检测证明,严格控制客运列车超员率。

4.2.2.口水路客运

针对疫情发生地区’视情暂停出发)tt口

的客船白

4.2.口.5民航客运

民航机场按照最新版《运输航空公司疫情防控技术指南》

要求,采取相应的旅客航空出行防控措施口

43城市(或县域)全城封闭管理情形

4.3.1道路交通管控要点

按当地联防联:拉机制统一部署,在进出封闭城市〈或县

城)的高速公路、阳省干线设置疫情防j空检查站点,原则上

行政区域交界处:同一方向只设置一个检查站点,严禁擅自在

高速公路省界设置疫情防搜检查站点,不得擅自阻断或者隔

离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和农村公路υ

应规范检查站点工作流程,明确通行要求,做到一次停

车,同步检查,车流量较大肘,及时增加人员、设备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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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提高检查效率。

根据当地联防联控机制要求,劝返.非必要进、出封闭城

南〈或县城)的车辆和人员,并做好解释工作。对确需进出

的,按规定开展体温检测、查验核酸检测证明和通行证明后,

粉弈站点应予以放行,不得'_因防疫检沓造成车辆拥堵至高速

公路主线n道路交通通行要求及通行证明办理方式要及时向

社会公布。

封闭城市(或县城)所在省份毗邻的省份,不应对封闭

城市(或县城〉所在省份低风附的货运车辆进行通行限制<)

4..3.2旅客运输服务管控要点

4.3,2.1道路客远

应立即暂停进出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或县城3行

政区域内的省际、市1体客运班车、包车,并i道报i草路客i主班

线对、词, :口:lj

格执行“点对点”远输守不得在封湾区域内上下,客υ当地疫情

防控领导机构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决定扩大县际、县内道路客

运等停:运范围的,要同步执行。

4.口.2.2城市公共交通管控

( 1)城市公交

全市7暂停封闭城市〈或县城)的公夜线路。

(2 )出租汽车

暂停全市(豆x.县城)的出租汽车〈含巡游车、网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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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口

(3)城市轨道交通

根据疫情发生地城市人民政府要求,暂停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服务。

4.口.2.3铁路客运管拉

根据疫情发生地省级人民政府要求, t是程序报批,暂停

该地区轶路客站旅客煞车业务,保证铁路运输畅通。

4,3.2..口水路客运管控

针对疫情发生地区,暂停出发地、臼的地为该地区的事:

船。

4.3.2.5民航客运管控

根据疫情发生地省级人民政府要求,视情采取限制机场

航班措施,并按程序报批。

5.运输保障

5.1城市街道〈乡镇)或小区封闭管理情形

S.l.1重点人员运输保障

在严格落实防疫要求的前提下,保障医护人员均公安民

警、防疫工作人员、重急、症病人就医以及生活必需品配送人

员进出。

5.1.2重点物资运输保障

在严格落实防疫要求的前提下,允许物流配送、邮政快

递等车辆进出街道(乡镇)、小区进行城市生活必需物资配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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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寄递。

允许配送人员、邮递员、快递员在严格落实进出登记备

荣、体温检测、佩戴口罩等防疫要求的前提τ,进出街道(乡

镇)飞小区进行城市生活必需物资配送寄递口

5.口城市个别市辖日军封闭管理情形

5.2.1重点人员运输保障

当采取暂停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措施影响出行时,应统计

汇总医护人员、公安民警、防疫工作人员、重急症病人就应

以及服务城市基本运往相关人员的出行需求口

根据需求情况科学设置定制保障线路,投入应急运输保

障公交、客运车辆,加强与封闭区域外交通往;接,实行“点对

点”运输,保障重点人员群你ig勤出行需要u

组建出租车(含网约车)应急保障车队,保障重点人员

群体应急出行需求口

来暂停运营的公交线路而出租汽车应严格按照最新版

《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防控指

南》要求,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5.2.2重点物资运输保障

封闭市罐区所在城市要加强应角;运力储备,强化统筹调

度指挥,按照" it口必要不rm~断"原则,科学设置专用检查牢堆,

保障疫苗及其半成品和原材料、医疗物资、生严生活物资、

能源物资等重点物资运输车辆快速便捷通行。在做好疫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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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前提下,优先保障液化安然气、电煤等重点物资运输船舶

进出港和作业。

物流配i兰、邮政快递等车辆司乘人员,在查较72小时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落实进出登记备案、体温检测、佩戴口

罩等防疫要求的前提下,允许进出封闭市辖区进行城市生活

必需物资配送寄遇。

应在市辖区进出口增设流动核酸检测点,为货车司乘人

员等重点物资达输入员进行核酸拴测提供便手i.] '0

口城市(或县域)全城封闭管理情形

5.3.1重点人员运输保障

暂停公共交通服务的城市应统计汇总医护人员、公安民

警、防疫工作人员、重急症病人就!至以及服务城市基本运行

相关人员的出行需求。

根据需求情况科学设置究制保障线路,投入应急运输保

障公交、客运车辆,加强与封’问区域外交通衔接,实行“点对

点”运输,保障重点人员群体通勤出行需要u

组建出租车(台网约车〉应急保障车队,保障重点人员

群体应急出行需求。

从事应急运输保障的公交车辆飞出租汽车应严格按照最

新版《客运场站和交通遐输Z具新规肺炎疫情分区分级防控

指南》要求啻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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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i重点物资运输保障

全城封闭的城市(或县城)要加强应急运力储备,强化

统筹调度指挥,做好重点物资注输供需对接,投Eq44非必要不

阻断”原则,科学设置专用检查车道,保障疫苗及其半成品和I

原材料、医疗物资、生产生活物资、能源物资等重点物资运

输车辆快速便捷通行口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优先保障液

化天然气飞电煤等重点物资运输船舶进出港和作业。

物流配i兰、邮政快i迪等车辆司乘人员,在查验72小时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落实进出登记备案、体温检测、佩戴口

罩等防疫要求的前提下,允许进出城市开展生活必需物资配

送寄递。

应依托高速公路收费站、服务区、“司机之家”等场所增

设流动被酸检测点,为货车驾驶员等重点物资运输人员开展

核酸检测提供便利。

全城封闭的城市〈或县城〉所在省份应按照交通便利、

规模合理 功能齐备、衔接顺畅的,原则,依托既有物流园区

(枢纽场地) ,在封闭城市(成县城)周边地区设立物资中

转调运站,制定完善调度运营、交通组织、卫生防疫、人员

培训等各类预案,配齐装卸设施、接驳车辆等各类设施设备费

及时启动投入运行并向社会公告,加强调度指痒,充分发挥

中转调这站集疏远作用,确保重点物资有序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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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恢复交通运输秩序

疫情中高风险地区降为低风险地区的?根据当地联防联

控机制关于解除交通运输管控惜施的部署安排,按照“先社会

面‘后营运”“先内后夕卡”原则,及时解除交通通行管控措施,

有序恢复交通运输秩序。

6.1解除通行管控

接到当地联防联拉机制关于解除交通管按措施的指今

后,及时解除通行管控措施,撤除公路疫情防控检查站点,

稳妥有序恢复交通通行秩序,保障车辆通行顺畅。第一时间

通过多种渠道向社会公告解除交通管控、恢复交通运输秩序

的具体措施,并i要级报谜。

62恢复旅客运输服务

根据当地联防软控机制部署安排,按照“有序放开‘应

保尽保、动态调整h严防扩散的原则和先恢复线网后逐步加

大运力的策略,有序恢复道路客运飞水运、城市公共交通等

正常业务,及时恢复铁路客运、民航客:这服务,保障人民群

众正常出行需求,并及时向衬:会公布。恢复运营前,要做好

从业人员培训及交通运输工具维护等安全管理工作,完善疫

情防控措施,确保运营安全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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