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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投入

农村公路建设实现网络化

曲阜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公路建
设，坚持把公路建设作为全市重点工作，纳入
全市综合考核体系。在全省率先实施村级公路
网化工程，成立市农村公路建设指挥部，出台
《农村公路建设实施方案》等系列文件，与各
镇街签订建设、养护责任书。坚持“百米赛
跑”理论，实行倒逼机制，各镇街主要负责人
在《曲阜新闻》栏目进行表态发言、公开承
诺、接受监督。大力推行“马上就办”、“天
天一线”、“5+2、白加黑”工作法，实行镇
街副科级以上领导包保乡村公路建设、村居第
一书记包保村内街巷硬化，逐村、逐路制订详
细计划，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将考核结果纳
入年度科学发展综合考核体系，认真落实奖
惩。

在农村公路建设中，该市注意与市情、镇
情、村情相结合。与镇街主体功能区建设紧密
结合，根据划分的服务业引领型、工业主导型
和观光农业主导型镇街实际，因地制宜，量身
规划，分类建设，为镇街主体功能区建设提供
有力交通保障。与群众便捷出行紧密结合，根
据村(居)群众居住分布情况，全力打通镇街之
间、村村之间断头路，大力实施村内街巷硬
化，切实实现农村货畅其流、人便于行。与乡
村旅游相结合，根据民俗村建设规划，选用多
种路面形式，打造美丽乡村。

为破解建设资金难题，该市采取“上争、
市补、齐发动”等办法，积极提供资金保障。
“上争”，共争取省、市级补助资金9680万
元；“市补”，市财政列支2 . 47亿元以上用于
农村公路建设和养护补助；“齐发动”，鼓励
镇街、村居采取“一事一议”、市场化融资和
社会各界人士捐资等形式筹资，全力破解资金
难题，保障了工程的顺利进行。

为把农村公路建成群众的放心路，该市严
格督导考核。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把推行“七
公开”作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改进工作作
风、提高服务水平的重要抓手，通过电视、报
纸、公示牌等进行公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实行“政府监督、社会监理、企业自检、村民
参与”的四级质量保障体系，工程质量始终处
于受控状态。同时，要求附属工程与主体工程
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确保达到路
肩密实、排水安保设施完善、绿化良好、路域
环境整洁的效果。

强联动

农村公路管理实现集约化

曲阜市政府出台《公路建筑控制区管理办
法》，划定农村公路县乡村道建筑控制区范
围，为农村公路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撑。市法制
办牵头，交通、公路、镇街协作配合，大力开
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山东省农村公路条
例》《山东省公路路政条例》宣贯活动，增强
了公路沿线群众爱路、护路意识。2008年开
始，成立由市长任组长、市委常委任副组长、
21个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
作领导小组，组成货运源头监管、非法货场清
理、路检路查、责任追究、宣传报道、后勤保
障6个专业工作组，全面开展治理车辆超限超载
工作。通过持续治理，全市货运车辆超限率下
降到1 . 5%以下，有力保护了农村公路基础设
施。

路政执法与公路养护联动配合、合力保
畅。公路养护时，路政执法人员跟踪服务，保

障养护人员安全，提高养护工程效率。养护人
员在道路养护过程中，发现路政案件及时通知
路政执法人员，配合做好调查工作，实现管养
工作的“共赢”。路政、养护、质监加强配
合，2015年开始实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
程。通过两年的建设，共投资4000多万元，整
治县乡公路隐患256 . 8 6公里，安装布设护栏
13 . 2公里、各类标志标牌1887块、道口桩5273
个、警示桩2968个、公里桩184个、百米桩1430
个、黄闪灯105个、护栏13 . 2公里、标线4 . 3万
平方米。

建机制

农村公路养护实现规范化

曲阜市政府先后制定《曲阜市农村公路管
理养护办法》和《曲阜市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实
施细则》，明确了农村公路管理养护机构、日
常养护人员配备标准、养护资金筹集渠道、考
核奖惩具体规定。积极探索养护工作新模式，
目前主要采取县道市场化养护、乡村公路由乡

镇组织群众养护、路面桥涵维修专业化养护等
多种模式。

该市按照“政府主导、专业指导、上下联
动、运转有效”的原则，市、镇街分别设立专
门的管理养护机构。交通运输局地方道路管理
处具体负责指导、监督实施农村公路管理养护
工作，镇街设置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办公室，明
确一名镇街分管负责人负责农村公路管理养护
工作。目前，全市共有348名养护员在一线工
作。各行政村还安排了专门人员对村内道路进
行日常保洁和维护。

为确保养护资金到位，该市建立了以财政
预算资金为主渠道的养护资金筹措机制，市财
政按照县道每年每公里不低于7000元、乡道每
年每公里不低于3500元、村道每年每公里不低
于1000元的标准，列支专项日常养护资金；镇
街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安排每年每公里不
低于500元的养护资金，专项用于乡道、村道的
日常养护。同时，市政府将农村公路工作纳入
综合考核体系，由市督考办每季度组织交通运
输、财政部门，抽调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网民代表，对各镇街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工
作进行考核。

促发展

农村公路运营实现效益化

借助良好的农村道路条件，曲阜全力推进
城乡公交一体化进程。投资8000多万元，完善
农村公交枢纽站、首末站、站亭、站牌等基础
设施。根据“市、镇、村”三级公交规划，购
置公交车256辆，开通城乡公交线路38条，全面
实现“村村通公交车”。城市公共自行车服务
系统向农村延伸，先期在吴村镇、石门山镇设
置20个网点，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问
题。今年4月1日开始，在全省率先实施城乡公
交一元制票价，全面实现城乡公交一体化目
标。一元票价实施后，公交客流量平均比去年
增长34%，节假日期间增长60%左右，出门坐公
交成为农村群众的首选交通方式。8月25日—27
日，交通运输部领导带领人民日报、第一财
经、新华网、中国网、澎湃等主流媒体和中国
交通报社，到该市开展“我的公交我的城”重
大主题宣传活动，充分报道了城乡公交发展成
果。

该市以农村公路“村村通、村内通、户户
通”建设为基础，紧紧围绕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先后实施了“村村洁”“村村绿”“村村
亮”“村村安”“村村医”“村村演”“村村
富”“村村和”“村村强”等系列民生工程，
实现了农村10个全覆盖。加快美丽乡村建设，
大力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率先在全省实现
城乡环卫一体化全覆盖，建成全国第一个文化
国际慢城。吴村、石门山、尼山成为济宁市级
美丽乡村示范片区，吴村镇被评为中国美丽乡
村建设示范镇。发展美丽乡村30个、生态文明
村89个，获得省生态文明乡村建设工作先进
市，成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市和最
美中国·文化魅力、乡村旅游目的地城市。

良好的农村公路基础设施，不仅改善了群
众出行条件，更带来了人流、商流、资金流和
信息流，集聚了农村发展优势，加速了镇街主
体功能区建设发展，促进形成了镇街经济发展
新模式。截止到2015年底，鲁城旅游服务、书
院机械加工、小雪古典家具、息陬电动车、王
庄建材等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吴村、石门山、
尼山等成为省旅游强镇，3个镇街地方财政收入
突破亿元；全市累计流转土地36万亩，规模以
上农业龙头企业达到130家、农民合作社710
家、家庭农场182家、规模饲养场320个，农家
乐、采摘园、休闲园等蓬勃发展，农民可支配
收入达到13830元，年均增长13 . 3%。

顶点定位抓建设 全域覆盖强管养
——— 曲阜提档升级打造“四好农村路”

曲阜是鲁国故都、孔子故里，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辖12
个镇街，总面积896平方公里，总人口64万。近年来，曲阜始终坚
持“百姓至上”理念，坚持财政民生投向，坚持“全覆盖、惠民
生”的思路，实施了农村公路“村村通、村内通、户户通”工
程，深入开展了“农村公路建设年”和“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年”
活动，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2011—2015年，共完
成投资8 . 5亿元，建设农村公路、村内街巷2476公里，大中修农村

公路192公里，挖补路面88万平方米，改造、加固危桥16座，施划
标线1080公里，补植绿化树3000万棵，全市所有行政村全面实现
了村村通、村内通，基本实现户户通。目前，全市公路通车里程
1433 . 5公里，公路密度160公里/百平方公里，其中农村公路通车
里程1309 . 8公里(县道97 . 9公里、乡道258 . 3公里、村道953 . 6公
里)，好路率达88%，镇村通沥青(水泥)路率、农村公路列养率、建
制村客车通达率均达到100%。

曲阜市尼山镇周庄村村道 曲阜市县道曲尼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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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连强

一条条宽敞平坦的公路延伸在山山水水
间，一辆辆公交车奔驰在城乡大地上，一个个
高标准的道路生命防护设施守望着平安出行的
梦想。

交通民生实事圆满完成、全省“村级公路
网化示范县”创建工作顺利通过、城乡公交一
体化扎实推进、安全生命防护工程高效建
设……近年来，新泰市交通运输工作亮点频
闪，可圈可点。

“交通运输事业，是经济转型发展的生命
线，是服务群众的连心桥。我们紧紧围绕交通
惠民做文章，想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千方
百计增强群众幸福出行的‘获得感’。”新泰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人如是说。如今，新泰市通
车总里程达3637 . 7公里，公路密度188 . 2公里/百
平方公里。

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一条
路带动一方经济，一条路造福一方群众，一条
路温暖一片人心，快速发展的交通网赢得了群
众交口称赞。

村级公路网化工程

畅通村级公路“微循环”

新泰，枕泰山而襟沂蒙，连齐地而望鲁
国，自古便是齐鲁大地交通要冲。

“以前家附近就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小土
路，现在公路修到了家门口，出门真是太方便
了！”1月25日，在翟镇前羊村，71岁的王忠禄
老人看着眼前四通八达的路网感慨万千，“活
了这么多年，从没想到还能走上这么好的
路。”王忠禄老人的经历是新泰市实施村级公
路网化工程的一个缩影。

新泰市连续两年将公路网化工程建设确定
为全市10件为民所办实事之一，有效破解了山
区丘陵多、库区多、矿区多“三多”难题，以
多重叠加效应向人民群众交出一份满意答卷：
全市近3年累计投资3 . 29亿元，先后完成村级公
路网化建设项目728个、1028 . 62公里，其中，新
改建项目653个、807 . 32公里，完善项目75个、
221 . 3公里，农村道路一举实现由线状、树状到
网状的“三级跳”，有机融入了全市“七纵六
横一环”的大路网格局。

数字是枯燥的，亦是缜密的。2013年，新泰
建成村级公路98 .1公里；2014年，市政府在全市范
围内迅速掀起了网化建设热潮，当年度完成网化
新改建项目482 . 5公里；2015年，全市上下再接再

厉，又完成新、改建村级公路226 . 72公里，完善
村级公路221 . 3公里，网化公路附属设施同步配套
完善，“一路一景”打造特色精品，安全、畅
通、清洁、绿化、美化一体推进。

2015年9月份，新泰市所有网化建设项目顺
利通过了省厅验收。网化工程建成通车后，有
效解决了农村公路等级低、路况差、群众出行
难等问题，实现了村级公路“微循环”畅通和
建管养一体化，构建起干支相连、内通外畅的
村级公路网络，为全市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坚强
的交通支撑。

伴随着网化工程的开展，新泰村级公路的
地图在不断拓展、延伸。2016年，新泰市交通
运输局进一步抓好村级公路网化工程“回头
看”行动，进一步完善绿化、美化、亮化工
程，努力打造畅安舒美的村级公路通行环境，
切实将网化工程建设好、养护好、管理好、运
营好。

城乡公交一体化

擦亮幸福生活新名片

虽然寒气袭人，但在新泰客运总站，笔者
看到的是一张张兴奋的笑脸。

“以前进城很不方便，等车时间长，运营
时间也不规律，票价也贵。”家住果都镇小谭
村的朱燕正准备买票回家，“现在发车时间短
了，票价低了，服务好了，出门变得太方便
了！”

大道无声，为民有情。面对混乱的农村客
运公交现状，新泰市交通局顶住压力，一场大
规模的农村客运班线改造工程悄然展开。因为
期盼，更因为责任。新泰市交通局大胆转变工
作思路，研究确定了“将农村客运班线改为城
乡公交线路”的新路子，并明确了“成熟一
条、开通一条、试点先行、整体推进”的总体
工作思路。经过反复调研论证，城乡公交一体
化最终走出了一条崭新的发展模式。“2014年
是新泰成功开通了新泰—天宝首条城乡公交试
点线路。2015年—2016年，城乡公交一体化继续
扎实推进，目前已先后完成了新泰—天宝、新
泰—楼德、新泰—刘杜等12条线路328公里的城
乡公交化改造，完成改造的城乡公交线路，车
辆60%更新为低碳环保的纯电动公交车，发车间
隔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为15分钟，全程票价同
比下降20%以上，惠及沿线15个乡镇街道550个
行政村70余万人。如今，一辆辆公交车穿梭城
乡，把城市和乡村紧紧相连，彻底解决了老百

姓出行难、票价高等问题，让群众共享交通发
展成果。

灵活多样的经营机制，让一条条曾经的
“是非线”“矛盾线”变成了如今的“和谐
线”。在12条城乡公交线路运营期间，未发生
一起客运企业、农村客运车辆经营业户、其他
营运车经营者集体上访事件。

农村公路安防工程

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沿新娄路一路行驶，那些遍布在道路上的
安全防护设施，成为了与山路绵延缠绕的别致
“风景”。

受特殊地形地质条件和建设期间资金不足
等因素的制约，大部分农村公路缺乏必要的
安全防护设施，存在安全隐患。为提升公路
安全畅通能力，确保人民群众出行安全，2015
年8月，该市启动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建设，市交通运输局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分
类施策，扎实推进，针对不同隐患，对症下
药，根除病灶。目前，已完成投资1 . 6 8 5亿
元，县乡公路499 . 4公里的安全隐患治理任务
全部完成，现正在开展县乡公路安全隐患排

查治理“回头看”活动，新泰县乡公路安全
畅通能力大幅提升。安防工程建设期间，泰
安市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现场
会、莱芜市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现场
观摩会相继在新泰召开。岱岳区等周边县市
区先后来新泰学习建设经验，都对新泰的农
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给予高度评价
和充分肯定。

路通效应多倍叠加

助民奔向致富路

路在脚下，梦在远方。
宽阔平坦的公路如同一张铺开的宣纸，村

民们用勤劳的双手在上面描绘着梦想的模样，
共同构成了一幅妙趣天成的动人画卷。

一条条柏油路、水泥路把乡村和城市串联
起来，织成了一条通向富裕的路网，展现的是
“金路”效应———

在小协镇南岭村，村内修了宽8米的水泥
路，就连最难走的生产路也铺成了宽5米、长
1700米的水泥路，运输车辆直接开进田间地
头。路通了，运输便捷了，果品质量有了保
证，销路也随之打开了，南岭村的果品收入逐
年上升。以路为纲，纲举目张，村级公路网化
建设点亮社会主义新农村。目前，已有200多个
村完成了新一轮村庄建设规划，已有30多个村
200多栋商业楼、住宅楼拔地而起，70多处乡村
特色旅游景点蓬勃发展。

大道纵横，架起了政府与群众的“连心
桥”，展现的是“心路”效应———

新泰借助便捷的路网，全面启动城乡公交
客运一体化工程，全市新建乡镇港湾式站亭72
处、站牌236个，新增山村停车站点160个。网
化工程实施后，公交通达里程大幅提升，方便
了村民便捷出行。路网畅通后，农村中小学生
是最大的受益群体。村路网化，不仅拉近了学
校与家之间的距离，还大大改善了行进途中的
环境。农村公路的建设和延伸，正悄然改变着
乡村的一切，乡村公路建设织就了更优质的路
网结构，一条条平坦的农村公路在交通建设者
的脚下向前延伸，成了密切党群关系的连心
桥、农民群众发家的致富路和农村经济发展的
助推器。

道路通畅，百业兴旺。路似彩虹，绽放着
一束束惠民的光芒；大道如琴，演奏着一曲曲
发展的乐章。

“道”达幸福，“路”演梦想。新泰“交
通惠民”的大道通途让民生福祉更加丰厚，让
幸福梦想快速抵达！

“道”达幸福 “路”演梦想
——— 新泰市大力推进“交通惠民”工程

新泰市县道莲汶路和滨河大道交叉口

小和庄村连通省道S13济临路和县道

安防设施齐全的县道莲花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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