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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在兖州火车站交会
◆这里有“仁者爱人”的儒

家文化，这里有亲切对待旅客
的“你好”服务法，这里有为
生病老人做人工呼吸的“最美
值班员”，这里每个值班员都
给遇到困难的旅客垫付过车票
钱……兖州火车站把儒家文化
融汇到客运服务中，叫响了
“儒苑”服务品牌，成为当之
无愧的齐鲁先锋。

◆

交

通

拍

客

□马勤贤 报道
7月24日，禹城市某

驾校200余名新驾驶人
在领取驾照前接受安全
文明驾驶教育。从7月份
开始，我省组织新驾驶
人在领取驾照前接受不
少于半个小时的教育。

□陈立鲁 报道
7月26日，日东高速

公路临沂段竹园互通立交
以东15公里处，一辆临沂
牌照轿车翻入路沟，随
后，路政人员协助消防、
120等将困在驾驶室的伤
者成功救出。

□赵芳 报道
7月 2 2日 1 5时许，

S302成龙线上庄村南两
公里处，一司机因疲劳驾
驶将大货车开上了路中
间的隔离墩，所幸随车人
员除了一点皮外伤外人
身安全并无大碍。

□滕兆来 报道
7月25日上午，夏津

县交警在省道254线巡逻
时，发现一辆面包车里装
了50多捆啤酒，交警提醒
这种运输方式触犯了交通
安全法第四十九条规定，
属于违规载货。

上路前的教育 协作急救 查处违规载货货车“骑”上隔离墩

□记者 吴荣欣 通讯员 王凤金 报道
本报青岛讯 日前，中国北车青岛四方车

辆研究所有限公司获得了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
任公司出口孟加拉国动车组减振产品订单。该
订单是四方所公司继年内获得唐山轨道客车有
限责任公司孟加拉国动车组项目电气屏柜和钩
缓装置产品后的又一批量产品订单。该订单包
括20列动车组车辆转向架用空气弹簧订单。按
照项目要求，首批产品于年内7月份开始交付，
8月份完成全部产品交付任务。

孟加拉国动车组项目包括20列米轨内燃电
传动车组，每组动车组包括2辆机车1辆拖车，
能够运载300名乘客，运行时速80公里，主要用
于达卡、吉大港等重要城市及周边交通。四方
所公司电气柜、牵引柜和拖车电气柜三种电气
屏柜、钩缓装置以及空气弹簧产品装备该项目
全部动车组车辆。目前，钩缓装置产品已经进
入批量交付阶段，电气和减振产品进入批量生
产准备阶段。

□记者 尹琨 冯磊 报道
本报滨州讯 记者从7月25日滨州市交通运

输局召开的安全生产基层基础管理工作现场观
摩会上了解到，滨州交通运输系统相关企业将
普遍开展一次专家查隐患活动，企业要聘请有
关专家，对自身设备、工艺、岗位、管理等进
行一次全面、系统、彻底的检查，对发现安全
隐患的，必须限期整改；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的，要坚决停产整顿或停用，待采取措施符合
安全要求后方可生产或使用。

据悉滨州交通运输局将重点对运输、交通
建设企业经营资质、车辆技术状况、从业人员
进行全面普查，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制度制定实
施情况，客运班车夜间禁行、双班驾驶员、强
制休息、“三不进站五不出站”、特殊客车实
名制售票、乘车等制度执行情况；坚持“严”
字当头，24小时不间断执法，从严从重查处超
限超载、黑车非法运输和车辆、人员资质不健
全等行为，决不放过一辆超限超载车辆和黑
车，不放过一辆资质不全的车和人。

同时，坚持文明执法、规范执法，严防公
路“三乱”发生;对全市重点桥梁和涵洞进行拉
网式普查，深入到每座桥梁和涵洞现场，对发
生的病害及时进行维护处理，不能立即整改的
做好警示标志，并进一步完善公路标识设置；
加强对海上运输安全和港口施工单位及施工现
场的安全管理，严禁使用不具备安全资质条件
的施工船舶和队伍进行施工、运输。

进一步加强对浮桥的管理，所有浮桥必须
设立限重标志，必须落实单向通行、间隔放行
的规定，必须落实专人进行巡查，严禁超重车
辆上桥，严禁浮桥“带病”运行。

□ 本报记者 吴荣欣
本报通讯员 修建勇 李正祥

盛夏时节，记者来到位于京沪干线与新日线
交会处的兖州火车站采访，在售票处、候车厅、站
台，处处能感受到这个鲁西南最大、日发送旅客
6000余人次的铁路客运站的繁忙。

比这盛夏更火热的，是兖州火车站的爱心服
务。铁路线在这里交会，四面八方的旅客在这里
交会，兖州火车站党员与职工的爱心服务也在这
里与旅客和谐交会，创造出被评为山东省服务名
牌的“儒苑”服务品牌。

“你好”服务法

把售票投诉降为零
“你好！”7月20日上午，在兖州火车站售

票厅，售票员对每位购票旅客都首先面带微笑
送上一句“你好”的问候，然后再问买到哪里
的票。有的旅客显然还不习惯，一愣之后忙回
一句“你好”，售票员与旅客的距离一下子拉
近了，售票厅里弥漫着一种温馨、欢快的情
绪。

“如果说车站是一个城市的窗口，售票厅
就是车站的窗口，售票员的服务态度和水平直
接决定了旅客的感受。”兖州火车站党总支书
记陈越说，为了提高售票服务水平，去年，售
票处把党课开到了京福高速曲阜北收费站，组
织党员和职工学习高速公路收费员的“微笑工
作法”，党员和职工都深受触动。回来后，售
票处结合车站实际，推出了“你好”服务法，
要求售票员在接待每位旅客、售每张票前，必
须先向旅客问候一句“你好”。每个窗口前都
有摄像头监控，并组织人员进行暗访，确保
“你好”服务法得到执行。车站规定，售票员
被旅客投诉3次，就将被调离岗位。今年以来，
车站没有接到一起关于售票的投诉。

“你好”服务法是兖州火车站“儒苑”服
务品牌的一个组成部分。兖州是孔孟之乡，兖
州火车站党总支把儒家文化融汇到客运服务
中，以“仁者爱人”理念为统领，打造“儒
苑”服务品牌，让车站成为旅客在孔孟之乡的
温馨家园。车站针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开
辟了个性化的“儒苑”爱心服务专区，配备了
儿童乐园、母婴哺乳、轮椅担架等专用服务设
施；在各服务窗口设置手写沟通板，为聋哑旅

客提供帮助。自去年10月全国铁路系统“服务
旅客创先争优”活动开展以来，兖州火车站收
到表扬信210封、锦旗260面，“儒苑”服务品牌也
被评为山东省服务名牌。

厕所既要卫生又要绿化

兖州火车站精选了孔孟名言，分别在候车室
和售票厅内，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制作了100多米
的孔孟文化长廓和《论语》名家书法，供旅客休息
和排队购票之余欣赏。在一站台设立了“有朋自
远方来不亦乐乎”的迎宾墙和“仁、义、礼、智、信”
儒魂石；在各地下通道口悬挂了体现孔孟之乡热
情好客的“传承文明、用爱相处”及“和景窗”等灯
箱和宣传画；就连厕所里，也精心挑选了《三字
经》的部分内容作为宣传语，传播传统文化，打造

“儒苑”服务品牌。
陈越说，在公共场所，厕所看似不起眼，

却是一项最基本的设施和检验服务水平的重要
标志。特别是在暑期，如果厕所卫生搞不好，
整个车站的服务就降了一个档次。

兖州火车站的厕所保洁原来由外聘人员负
责，为了提高保洁质量，现在全部由车站正式
职工来做。车站设定了打扫次数，分客流高峰
时段和普通时段，分别要求每2小时和每3小时
至少打扫一次，组织专门人员对厕所的地面、
台面、镜子、便池等进行检查打分，每月汇总
分数进行排名，奖优罚劣。由此，厕所卫生状
况大为改观。

兖州火车站还尝试在厕所里增设绿化设
施，从去年10月份起，在厕所里增配盆栽植
物。开始时，有的旅客把盆栽当烟灰缸用，有
的故意破坏，放置在厕所里的月桂、非洲茉莉
等三批盆栽都被破坏了，但车站坚持继续增
配。最终，最后一批凤尾竹保住了，不仅给厕
所增添了生机，改善了空气，还提升了人们的
文明素质。

“最美值班员”

为生病老人做人工呼吸
通过打造“儒苑”服务品牌，服务意识已经深

深扎根兖州火车站党员和职工心中。党员和职工
不是被动地根据制度工作，而是积极主动、由衷
自愿地去服务旅客，为旅客做事情。

今年1月29日晚，青岛开往西宁的K173次列
车到达兖州火车站，一位70多岁的男性旅客因突
然发病在兖州下车，等待救护车去医院救治。值
班员杨帆、钟洪东等急忙上前协助旅客。杨帆今
年26岁，到兖州火车站工作前在部队当过卫生
兵，她判断，老人患的是心肌梗塞，等待救护车的
这几分钟对病人来说很重要。于是，她为老人做
起了胸按，同时，还未找男朋友的她，毫不犹豫为
老人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就这样，她和钟洪东
轮流为老人做胸按、人工呼吸，直到救护车赶来。
虽然老人最终没能挽救过来，目睹整个救治过程
的老人家人，一再向杨帆等表示感谢。7月20日，
记者见到了被称为“最美值班员”的杨帆。瘦弱文
静的杨帆表示：“当时什么都没想，就想着怎么去
救人，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兖州火车站客运副主任张建弟说，帮助旅
客、拾金不昧这类事，客运值班员做的太多了，

“我们做这些不求回报，但每当人家说声谢谢时，
心里还是感觉很舒服。”

客运值班站长刘源杰向记者讲述了印象深
刻的一件小事。一次，一对老年夫妇乘1282次从
深圳来到兖州，准备转车去莒南。看到他们带的
行李较多，刘源杰上前问清他们要乘坐的车次，
破例没有“依规”让他们出站再进站，而是帮着把
行李从下车的站台转到乘车的站台。老人感动地
对她说：“我是一名老军人，没什么感谢你的，就
给你行个军礼吧！”刘源杰说，自己只是做了力所
能及的一件小事，却得到旅客的高度认可，这更
激励着她用真诚的爱心为旅客服务。

□记者 陈明 通讯员 焦兰坤 报道
本报青岛讯 继7月18日与中国外运长航集

团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后，7月20日，在
中央企业与青岛市人民政府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上，青岛港集团和中国大唐集团公司等9家国务院
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框架
协议书，这意味着青岛港已成功牵手10家央企。

仪式上共签约了19个项目，其中，青岛港签约
项目占了9个，这9家企业分别为中国大唐集团公
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新兴
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多年来，青岛港集团大力实施合作联盟战略，
着力推进港航、港货、港港、港贸、港运、港代“六大
联盟”，创造了“四国八方”合作运营世界级集装箱
发展平台等一系列中国港口战略合作的成功范
本。当前在董家口港区开发建设中，已经与中石化
集团、中远集团、招商局集团、华能集团、山东海运
集团、新加坡万邦集团、瑞士摩科瑞能源集团、荷
兰皇家孚宝集团、中国外运长航集团等国内外企
业巨头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与青岛港集团签约的10家央企都是全国乃至

全球相关行业的龙头企业。通过签约，青岛港集团
将与各合作伙伴充分发挥各自的行业优势和整体
的组织、协调优势，通过资源共享、互惠互利、优势
互补，分别就董家口港区的码头、堆场、罐区、配套
设施建设及物流、粮食深加工等有关事项展开全
面合作，共同按照第四代港口的发展模式，加快建
成一批世界一流的矿、煤、油和散杂货深水码头，
进一步提升港口综合物流、专项物流、加工、保税、
仓储、商贸、信息、金融和综合服务等功能，加快推
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

据悉，青岛港与10家央企的合作资金共计147
亿人民币。

北车四方产品
装备孟加拉国动车组

滨州交通运输企业

将邀专家查隐患

青岛港牵手10家央企

▲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潍坊市交通运输局、市公交总公司向驻潍官兵发放免费乘车卡数百张，驻潍坊城区部队现现役义务兵持“义务兵军人
身份证明”和“义务兵乘车卡”，就可在市区内免费乘坐公交车。

军人可免费乘坐公交车 □孙孔嘉 张善生 报道

临沂114名村路路政员
走进“法制课堂”

□记 者 尹琨
通讯员 韩瑞 张晓楠 报道

本报临沂讯 7月25日至26日，临沂市交通
运输局举办全市农村公路路政执法人员培训
班，全市114名农村公路路政执法人员参加了此
次培训。

据了解，为期2天的培训班对全市114名农
村公路路政执法人员进行了行政处罚及行政诉
讼法律知识、行政执法流程及案例分析、行政
处罚流程及文书制作规范和路政文明执法管理
工作规范等方面的培训。通过此次培训，进一
步规范了全市农村公路路政人员执法行为，提
高了执法效率，提升了服务质量。

据悉，今年临沂市交通运输局进一步创新
工作思路，在农村公路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中全
面开展了“1+1”活动，即各县区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干部职工每人负责1公里县道加1公里乡
道综合整治任务。此次农村公路路政执法人员
走进“法制课堂”，学习执法知识，有利于规
范农村公路路政执法流程，进一步推进全市农
村公路综合整治“1+1”活动的开展。

□ 责任编辑 蔡明亮
0531-85193513

◆ 导 读

公路·14版

畅安舒美淄博公路的背后

高速路上
有这样一个“寂寞”的人

民生·16版

□通讯员 张永霞 报道
本报青岛讯 为推动物流园区建设，《青

岛市“千万平米”物流园区建设推进方案》日
前出台，青岛将投资230亿元，建设1600万平方
米物流园区。

据了解，《方案》计划到2016年，建成包
括前湾港南港区物流园、董家口港区物流园、
胶州湾国际物流园、城阳综合物流园等在内的
“千万平米”物流园区，全市物流操作量达到
3000万吨，建成物流园区信息服务平台，基本
实现物流园区的集聚化、信息化。

其中，前湾港南港区物流园，依托前湾港
区和保税港区，建设具备集疏运、仓储以及公
共信息服务等功能的综合物流园区；董家口港
区物流园，依托董家口港区，打造国家大宗干
散货集散中心和重要能源储备中心；胶州湾国
际物流园，依托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建设辐射
半岛、联网全国的信息化陆路综合物流中心和
电子商务枢纽；城阳综合物流园，依托空港和
公路，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综合物流服务的物
流园区。

青岛230亿建
“千万平米”物流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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