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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李 文

□ 本报记者 高 翔
本报通讯员 高仁涛

扶贫攻坚是革命老区发展的重点工程，
交通不通便把老百姓脱贫致富的大门关得紧
紧的，临沂交通扶贫以道路扶贫为重点，正
成为扶贫攻坚工作的“开门钥匙”。

贫困村优先开通镇村公交

临沂市交通运输局党委结合交通工作实
际，明确了交通扶贫的工作目标：以实施贫
困村道路建设和改造提升、镇村公交建设为
重点，以费县崔家沟和北王庄山区贫困村、
蒙阴县云蒙湖库区、沂南县贫困村相对集中
的山丘区“一点两区”为切入点，以省定
568个贫困村为主，优先对具有资源路、旅
游路、产业路性质的农村公路进行拓宽改
造，加快推进实施贫困村道路改造提升和镇
村公交建设。

为进一步明确任务，临沂市交通运输局
组织50余名工程技术人员会同设计部门，在
县区交通运输局配合下，深入全市568个贫
困村，通过实地勘查、面对面交流，对贫困
村道路现状、建设需求、资金筹措能力进行
了排查摸底，建立了交通扶贫台账和建设需
求数据库，制订了临沂市道路交通工程扶贫
专项实施方案和临沂市“一点两区”道路建
设规划方案，成立了以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
推进机构，并结合任职村第一书记工作，进
一步明确了建设任务，即用一年半时间，通
过拓宽通村路、打通断头路、开辟出口路、
对接干线路，建设农村公路958 . 6公里、开
通镇村公交11条，从根本上改善贫困地区交
通现状。

据悉，按照“两年任务，一年半完成”
的要求，临沂市到2017年6月底，完成交通
扶贫道路建设任务；2018年底，对具备条件
的贫困村，优先开通镇村公交，实现贫困地
区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

“走得通”也要“走得好”

交通扶贫道路建设是一项利民、惠民的
民生工程，工程建设质量被摆在首要位置。
据悉，临沂市建设贫困村道路原则上不低于
四级公路标准，优先建设串点连片的扶贫道
路；镇村公交线路和扶贫村主要道路，鼓励
通过单侧加宽、双侧加宽或整体改建进行改
造，镇村公交线路和新建通村道路路面宽度

不低于6米；对条件较差、交通量较小的贫
困村道路采取加宽路肩、增设错车道等方式
进行提升改造，同时完善绿化、排水及安防
设施，形成“外通内联、通乡达村、班车到
村、安全便捷”的贫困地区交通运输网络。

农村公路不光要质量高，更要安全。目
前，临沂市农村公路安防工程任务已基本完
成，下一步，临沂市交通运输局将进一步健
全安防工程交工验收制度，已整治完成的路
段，及时组织公安交警、安监等部门进行交
竣工验收；加强日常巡查管护，对损毁设施
抓紧完善，确保充分安全防护功能；打造好
沂河滨河路国家级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示
范路段建设，确保高标准完成。

截至目前，临沂市道路交通工程扶贫专项
行动共新开工500公里，累计完成投资22268万

元，开工里程已达到年度任务的98.58%。

省市补助，县乡配套

“村道按照4米宽18厘米厚的水泥路面
建设标准来计算，加上路基整修压实，每公
里实际造价在30万元-35万元之间，上级补
助标准为每公里15万元左右。若是发展镇村
公交，路面宽度至少要达到6米，仅工程成
本就要达到每公里50万元左右。”临沂市交
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临沂2/3的地
域为山区和丘陵，公路、桥梁建设成本相对较
高，而扶贫村主要在山区，很多村根本没有集
体收入，道路建设配套资金筹集难度不小。

据悉，交通扶贫资金采用“省市补助、
县乡配套”的方式。上级道路扶贫补助标准

为“扶贫村第1公里道路补助35万元、第2公里
补助15万元、4米拓宽至6米补助6万元”。

“在扶贫资金安排上，今明两年上级的
补助资金将全部用于交通扶贫公路建设，原
则上不再安排其他项目。第一批交通扶贫道
路建设补助资金已经拨付县区，第二批也将
很快拨付。”该负责人说。

在充分利用好上级补助资金的同时，探
索多元化融资方式显得尤为重要，据悉，临
沂各县区正探索通过PPP模式、企业投资、
个人捐助、以工代赈等方式筹集配套资金，
最大限度满足资金需求。

目前，临沂市已下达第一批交通扶贫道
路建设补助资金3300万元。争取省厅切块扶
贫资金4590万元，正在进行项目审核，于近
期下达。

□记者 高翔 通讯员 魏然 报道
本报菏泽讯 记者从8月24日菏泽市政

府组织召开的全市交通重点工程调度会议上
获悉，为贯彻落实全省高速公路建设调度会
议和全省内河航道建设发展座谈会议精神，
加快推进菏泽高速公路和内河航道建设，菏
泽市委、市政府确定全力加快交通重点工程
建设。

菏泽总结借鉴各地交通项目建设的成功

经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做到“五个结
合”：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规划相结
合，并与土地开发综合利用相结合，征地拆
迁协议签订做到有形与无形相结合，取土工
程与平原水库建设相结合，把机场、高铁、
航道、高速建设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发挥综
合交通效益。

菏泽市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协调
调度，加大检查通报力度，积极主动与山东

高速集团等施工主体沟通协调，努力加快工
程建设进度。市直各有关部门要积极研究新
情况，主动介入，搞好服务，对项目建设
“一路绿灯”。各相关县区强化责任意识，
成立由县区政府主要负责人任指挥长的项目
建设指挥部，组建强有力的工作班子，细化
分工，压实责任，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各新闻
舆论部门加大宣传力度，努力形成全社会积
极参与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良好氛围。

临沂交通扶贫打开百姓脱贫致富门
□张建华 陈得印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最近，济宁市交通运输局被中共中央宣

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授予“2011-2015全国法
治宣传教育先进单位”光荣称号，这是济宁市唯一获此殊
荣的部门。

该局将普法和依法行政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每年
至少组织2次领导班子集体学法活动，将学法列入绩效考
核指标；每年举办2期全局干部职工法制专题讲座，每半
年开展1次法律知识考试，每季度举办1次交通大讲堂。在
内部监督上，实行执法责任制、执法公示制、执法过错责
任追究制，每名执法人员每年都签订《廉政勤政承诺书》，
并建立执法评议考核制和执法人员资格年审制。在外部监
督上，设立了12328交通服务热线和意见箱，今年以来，服务
热线受理业务量3100余件，群众满意率达95%以上。

菏泽全力加快交通重点工程建设

济宁市交通运输局荣获

“2011-2015全国法治

宣传教育先进单位”称号

□田源 杨玉涛 报道
本报利津讯 8月初，利津县接连启动S315、S316两

条省道绕城工程。其中，S315孤阳线利浸绕城段全长
6 . 115公里，路基宽25 . 5米，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80公
里/小时，总投资5 . 3亿元。S316永莘线绕城段全长
11 . 156公里，路面宽23 . 0米，按照一级路标准建设，总
投资3 . 4亿元。

两条省道绕城段建成通车后，不仅大大提升了省道的
通行能力，还将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布局，改善城区交通环境，
为省市扩容近10平方公里，从而大大优化和提升城市功能。

山东海运公司两艘超大型

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命名
□通讯员 聂如意 报道
8月18日，山东海运公司两艘8 . 4万

立方米超大型全冷式液化石油气运输船
(VLGC)命名仪式在韩国釜山大宇船厂举
行。该船将于月底交付并投入运营。

据 悉 ， 此 次 命 名 的 “ P A C I F I C
D O N G Y I N G ” 轮 和 “ P A C I F I C
BINZHOU”轮是山东海运公司与大宇造
船签署的6+2艘VLGC新造船订单中的两
艘，所有船舶均按照全球最先进、绿色节
能环保等要求设计。该系列VLGC的陆续
交付，标志着山东海运公司在液散板块的
规模、实力和精细运作化程度又上新台
阶。

利津两条省道绕城工程

开工

□陈得印 武海廷 报道
本报曲阜讯 曲阜市石门山镇共有10个省定贫困村，

道路不畅是阻碍经济发展、村民致富的重要因素。为解决
这一难题，曲阜市交通运输局坚持“精准扶贫、交通先
行”理念，全力开展贫困村道路“户户通”建设，目前已
完成21 . 56公里“户户通”道路建设任务。曲阜市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顺应群众意愿，本着“一村不漏，一户不剩，
一米不差”原则，为每家每户硬化了门前道路，得到群众
一致称赞。

曲阜全力打通

贫困村交通瓶颈

广告

□戚加绚 殷洪英 李东

为进一步加强公路安全建设，深入贯彻落

实国务院《关于实施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的

意见》要求及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实

施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的决策部署，按照省

交通运输厅的工作安排，2 0 1 5年以来，济南

市交通运输公路部门对济南辖区内普通国省

道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了全面排查，需整治

总里程约713公里，估算投资59亿元。其中，

根据省计划安排，济南市已经排查发现的

281 . 8公里安全风险路段整治工程和2 6 1 . 8公

里改善行车条件和安全水平的路面维修工程

计划年内完成，届时济南干线公路的整体安

全防护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G309：章丘穿城路段

增设9处右转开口

近日，笔者前往G309荣兰线章丘市城区

穿城段，这一路段的改造和安全整治提升工

程已经完工。柏油路面的双向8车道，两侧

都是精心种植的植物绿化带，堪比大城市主

干道。

章丘市公路局副局长孙希辉介绍说，

G309荣兰线章丘市城区穿城路段共有6 . 1公里，

路段位于章丘城区，起点位于章丘市世纪东路，

终点位于章丘市明埠路，具有干线公路城市化的

特点。为提高该段道路通行能力及服务水平，

2015年济南市交通运输公路部门对该段道路存

在的安全隐患进行了排查并进行整治。

据了解，G309荣兰线章丘城区段整治提

升工程于2015年8月10日开工，2015年10月31

日竣工，工程总投资247万元。工程完工后，

该路段公交路线迁移至辅道，辅道、公交站点

处标线得以完善；灯控路口前绿化带增设9处

开口，方便右转的机动车借用辅道通行；设

置了城区段提示限速标志、波形护栏等安全

设施。此外，对影响视距的绿化带也进行了

修剪、补植，破损、缺失的人行道路缘石和

花砖也得到了修复。整治后，各路口交通比较

顺畅，交通秩序得到改善。

S321：全线增设

太阳能智能爆闪灯

自2015年以来，济南市交通运输公路部门

在加快推进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的同时，坚持

“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以“完善设

施、促进安全、保障畅通、提升效率”为目

标，大力实施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全面提

升公路安全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而这一些，笔者在S321寿济线邹平章丘

界至胡家岸段大修工程现场得到了证实。

据了解，该工程起点位于章丘、邹平交

界，路线向西经刁镇、水寨镇、小清河、高官

寨镇，终点位于胡家岸章丘侧，全长36 . 70公

里。笔者当天前往的那段公路连接着章丘刁镇

与济阳黄河大桥，并可以直通济南机场，对于

沿线镇村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笔者

在现场看到，这一路段的道路非常平整，过往

车辆尤其是大车可以以很快的速度经过。据附

近刁西村村民焦先生介绍，以前村前的这一路

段坑洼不平又没有防护栏，村民横穿马路的情

况很常见，有些小路口不易被过往车辆发现，

存在安全隐患。

章丘市公路局养护科科长隗元正向笔者介

绍说，自从S321寿济线邹平章丘界至胡家岸段

公路生命防护工程完成后，公路通行环境得到

明显改善，加上济阳黄河大桥免费因素，附近

镇村的车流增长很快，“有了安全作保证，大

货车也能提起速来了。”隗元正说。

值得一提的是，S321寿济线邹平章丘界至

胡家岸段整治过程中，除加固桥梁、更换增设

标线、设置护栏、补充警示桩等常规安全措施

外，还增设了太阳能智能爆闪灯，利用太阳能

发电，能为过往车辆提供全天候安全提示，道

路安全警示功能得到提升。

各项目稳步推进中

据悉，截至目前，G104京福线济南德州

界至大桥镇段改建工程已经开工建设，正在按

计划推进；2项瓶颈路段改造项目（S242章丘

南段和G220平阴南段工程）前期工作已经完

成。2项绕城路改线工程已经完成立项工作，

计划明年开工建设。另外，还有4项瓶颈路改

造和绕城路改线项目正在积极筹备前期工作，

计划年内完成立项工作。

同时笔者还了解到，“十二五”期间，济

南市公路建设完成投资92 . 2亿元，新建高速公

路74 . 3公里，新建一级公路32 . 2公里，干线路

网得到进一步优化。到“十二五”末，济南干

线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346 . 1公里，其中高速公

路418 . 9公里，一级公路485 . 5公里，一级以上

公路里程占干线公路通车总里程的67 . 2%。济

南市区到各县(市、区)之间全部由高速公路连

接，实现了以济南市区为中心的“一小时公路

交通圈”。

济南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稳步推进

S321公路安防工程整修前 S321公路安防工程整修后

G309提升前 G309提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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