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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杨 辉

□记 者 戚加绚 吴荣欣
通讯员 钟 霞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记者从齐鲁交通
发展集团召开的2017年度工作会议上了解
到，今年，齐鲁交通发展集团将投资268亿
元，大力推进高速公路建设，改造升级收
费设施，创新养护模式，大力发展新兴产
业，推动各项工作实现跨越式发展。

据介绍，今年，齐鲁交通发展集团将
投入资金102亿元，大力推进7个、总里程
700公里的重点项目建设。其中，蓬莱至栖
霞高速公路将于年底前通车。另外，青兰
高速莱芜至泰安段改扩建、新泰至台儿庄

（鲁苏界）公路、沾化至临淄公路、董梁
高速新泰至宁阳段、董家口至五莲段等5个
项目年内开工。

为满足群众多层次通行需求，齐鲁交
通发展集团将投资9000万元，改造升级收
费设施。计划改造计重秤台153套，新增自
动发卡机127台，新增货车ETC车道（ME
车道）268条，开通ME车道的收费站达到
50%。据了解，前期齐鲁交通发展集团与山
东省交通运输厅、交通运输部国家智能交
通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开展
货车不停车计重收费项目试验研究，目前
已经完成济南南、郭店、济南东、济南机

场、临沂、费县、青驼、泰安南、高青
北、寿光东、木石、店集、聊城开发区、
和庄、苗山等15个收费站共39条ME车道改
造，在全国率先形成了货车不停车计重收
费的规模化应用，减少了收费站拥堵，极
大便利了公众出行。据介绍，下一步，齐
鲁交通发展集团将进一步研究支付宝、微
信、网银等收费支付方式的实现路径，提
高收费站通行效率。

另外，为提升路况质量和服务水平，
今年齐鲁交通发展集团将投入养护资金
16 . 83亿元，用于高速公路维修养护及服务
区改造，做好桥隧安全管护，保障通行安

全。
据了解，为推动集团公司跨越式发

展，做强做大做优国有企业，齐鲁交通发
展集团将发展新兴产业提升到战略发展高
度，在金融投资、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领
域谋篇布局，打造集团优质产业集群。

齐鲁交通发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徐春福介绍，下一步将正确把握基础产业
与新兴产业的关系，实现新兴产业经营收
入和利润均超过基础产业的“双超”效
应，用新兴产业发展成果反哺基础产业，
为提高高速公路建设能力和服务水平提供
新动能。

□ 本报记者 高翔 实习生 孙浩
本报通讯员 白新宇

“我们南洼村2016年村集体收入
151 . 9万元！”山航选派到枣庄市山亭区
山城街道南岭社区帮扶的第一书记张修
存告诉记者。这个村在两年前，村集体
不光没有收入，还有29万元的欠款。如
今村子不光脱了贫、有了产业，还把山
楂卖“上了天”。

从2012年3月开始到2015年5月，
山航集团党委已选派四批八名优秀党
员干部驻枣庄市山亭区山城街道担任
村第一书记。第一书记驻村后，打基
础、抓产业、精准扶贫。张修存的驻
村经历也是山航第一书记们工作的缩影
及典型。

2015年2月，张修存在山城街道东水
峪村两年的派驻期满，他留任后又到山
城街道南洼村担任第一书记。南洼村人
多地少，贫困率高达39%。同山航帮扶
的其他贫困村类似，村里基础设施差、
产业结构单一、集体经济薄弱是普遍现
状。

南洼村所在的山亭区素有“灵山秀
水、林海果园”之称，盛产山楂、板栗
等优质农副产品。但村民苦无销路，卖
不上好价钱，到了丰收季节，好多山楂
因腐烂竟直接被倒掉。看到这种状况，
张修存想起了航空配餐，如果帮助村民
把山楂加工成袋装果脯食品再推进航空
市场，岂不是多方受益？

说干就干，很快，南岭航空食品公
司成立，凭借优质果品在竞标中脱颖而
出。为快速投产，张修存联系到了枣庄
市的一家食品加工厂，双方签署了合作
协议：南洼村收集山楂果提供给加工
厂，加工厂加工后再交由南洼村，进行
包装后作为航空餐食配上飞机。“这
样，我们就控制了这个产品产业链的设
计和销售两头，处在‘微笑曲线’附加
值较高的两端。”张修存兴奋地说，
“经过精确测算，山楂收购价每斤0 . 45
元，3斤山楂加工成1斤果脯每斤却卖到
20元，附加值一下子提高了14 . 8倍，这
让我看到了航空休闲食品市场的巨大潜
力。” 张修存的“致富生意经”远不
止如此，通过咨询、协商及商业谈判，
最终在包装袋植入了台儿庄古城、好品
山东等宣传广告，每年可增收产品附加
值60万元。

去年9月份，南洼村又开始探索自己
加工生产，新上生产线3条，设备7台，
安置57名贫困村民就业。项目投产后，
加工航空食品直供山航，年可销售200万
袋，每袋村集体提0 . 3元，每年村集体可
增收60万元。又新增花生、核桃两个系
列品种进入航空市场，并在山亭31位省
派第一书记的共同推动下成立了“山东
省（航空）休闲食品产业基地”，实现
了“立足帮包村、带动全镇街、辐射全
山亭”的大帮扶理念。目前，该村农业
开发、广告、航空售票处等六大支柱产

业运行良好。
集体企业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村里

精准扶贫工作。村集体企业除每年留
存30%资金作为公司发展资金外，提取
70%资金用于扶贫开发、公共设施、美丽
乡村建设等。其中40万元用于修生产路
4条，新建文化广场2处；为贫困户和村
民发放福利32 . 4万元；80岁以上的老人
发放高龄补贴；对38户无劳动能力的
贫困户实行长年兜底安置，春节前直
接分红发放给贫困户每户 2 0 0 0 元现
金。

如今南洼村在去年的经济基础上，
重新调整了中远期规划：以山东航空为

切入点，以银座高档超市提升名优品
牌，利用电商突破传统销售模式，与芝
麻开花社区便民服务公司合作，在济青
烟三地进行战略布局，来发展壮大集体
企业。利用农闲期间，走访国航、川
航、西藏航空、烟台机场、银座超市等
多家单位，签下了购销合同和框架协
议，为山亭区航空休闲食品下一步打进
航空市场奠定了基础。

选派第一书记以来，山航集团党委
非常重视帮扶工作，党委书记孙秀江等
主要领导先后52人次到帮包村一线调研
扶贫工作，指导第一书记开展工作。除
了产业扶贫，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山

航第一书记工作的亮点，协调资金355万
元建设了7座蓄水池，及时解决1200多亩
农田灌溉；完成19个自然村电力改造工
程，彻底解决了经常跳闸停电的问题；
完成土地挂钩试点工作，新增耕地50
亩；硬化村庄水泥路面79500平方米，方
便了群众生产出行。

据统计，近四年帮扶资金和电脑等
物品折合人民币528 . 5万元，协调行业
资金及社会资金 3 4 0 0 多万元，总计
3900多万元。通过山航的大力支持与驻
村第一书记的不懈努力，帮包村的基础
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都有了较大改
善。

□记 者 吴荣欣 赵洪杰
通讯员 吴万渊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月3日，春节长假后的
第一个工作日，山东航空集团各部门的党
员干部没有互相串门拜年，而是集中学习
中央和省近期召开的有关会议精神，“收
心”投入工作。

山东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
总裁，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秀
江说，山航集团党委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
党的建设，积极推进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
作用与公司治理结构有效结合，让全面从
严治党要求在山航落实、落地，保证党和
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山航的贯彻执
行。

山航集团党委开展了以党建制度体
系、培训体系和考核体系为主要内容的
“三大体系”建设，完善制度强基础，狠
抓培训提素质，强化考核激活力。山航集
团党委已梳理、制定出台党建工作制度40
项；构建起党组织书记、党小组长、党务

管理员、党员四级培训体系，2016年组织
开展各类党务培训9次；提高党务工作在干
部个人绩效考核中的权重，部门专职书
记、专职副书记党务与业务分数比例为70:
30，党政兼职的部门主要负责人党务与业
务分数比例为50:50，部门总经理党务与业
务分数比例为30:70，最终将党建绩效考核
扩大到全体党政领导干部，全面落实“一
岗双责”。

新媒体、“温度计”等方式、方法、
手段创新，为山航集团党建工作注入了一
股新风。山航在全国设有10个分公司（基
地），在国内外设有营业部40个，人员分
散，员工实行倒班工作制，集中开展党建
工作、组织集体学习的难度较大。山航集
团党委依托“i山航”微信公众号开展形式
多样、图文并茂、严肃活泼的党建纪检类
内容推广，将基层党建全面融入“互联网
+”平台，并组织开展了“直通春运 寻找
最美山航人”“你的心中谁最美”等活
动，党建工作更加扎根基层，更加贴近实

际，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
力。山航工程技术公司党委创新开展了
“团队温度计”项目，经过深入调研组织
氛围、干部管理与员工满意度、舒心度
等，找出影响团队温度的因素，进而进行
改进，提升员工的幸福指数，达到提升组
织温度的效果。2016年4月-12月，工程技
术公司党委对分布在全国6个城市的5个维
修基地和6个职能部门全部进行了调研，调
研访谈400余人，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出
台调研报告41份，总结报告1份，帮助分析
所在基地、部门存在的问题，并分别给出
意见建议。

山航集团党建工作强化问题导向，聚
焦职工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2016年面
向126个基层党组织征集意见建议185项，
形成任务清单，由党委办公室负责督办，
目前已经办结169项，还有16项正在跟踪落
实，增强了党群、干群关系，赢得了职工
群众信任。

夯实党建工作基础，推进了“厚道山

航”文化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2016年3
月16日，山航各部门通力协作，顺利保障
民航局出台相关文件后的全国首例活体器
官绿色通道运输。十几天后的4月1日，又
在未事先获知特殊运输需求的情况下，完
成了一例活体肝脏运输保障任务。今年1月
11日晚，韩国首尔飞往青岛的山航SC4778
航班上，一位怀孕女乘客突然出现了早产
迹象，山航机长果断返航，在山航机组和
地面工作人员的全力协助下，小女孩在机
舱顺利降生，众人纷纷为山航点赞。

党建工作的脊梁有力促进了业务工作
的腾飞：2016年山航的安全、服务、正点
等核心指标都在民航业内名列前茅。山航
已实现安全飞行22年，目前拥有波音B737
系列等飞机101架，经营国内、国际、地区
航线共200多条，每周3700多个航班飞往全
国80多个大中城市，并开通台湾地区航线
和韩国、日本、泰国、柬埔寨、印度等国
际航线。2015年与2016年，山航集团两次
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

□郝雪莹 高翔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春节7

天长假期间，全省交通运输系统提早准备，周密组织，圆满
完成了公路水路旅客运输和小型客车免费通行保障任务。

全省道路旅客运输发送班车140431辆次，同比减少
9 . 43%，累计发送旅客405 . 14万人次，同比减少14 . 89%；全
省水上旅客运输发送旅客14 . 95万人次，同比增长14 . 56%。全
省联网高速公路总出口车次888 . 941万，同比增长28 . 97%。共
减免通行费4 . 33亿元，其中七座以下免费小型客车车流量
858 . 4万辆次，减免通行费4 . 268亿元；绿色通道等其他免费
车流量4 . 86万辆次，减免通行费618 . 34万元。

□郝雪莹 郝光亮 报道
本报烟台讯 正月初六上午9点，载有823名旅客、107台

车辆的“渤海翠珠”客滚船由烟台开往大连，烟台辖区迎来
春节黄金周最后一天的旅客返程小高峰。

据烟台海事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春节黄金周以来，烟台
辖区共往来客船120余班次，旅客近10万人次。其间，受大风
天气影响，烟台辖区发布了1次海上风险黄色预警，渤海海峡
省际客船于正月初二凌晨3点全线停航，正月初三上午8点风
力减弱后恢复正常。春节黄金周期间，烟台辖区水域未发生
水上交通事故。

□郝雪莹 贾宗杰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近日，记者从日照港集团了解的，日照港1

月份完成货物吞吐量3159 . 7万吨，平均每天完成吞吐量突破
100万吨，创日照港月度吞吐量新高，实现港口生产首月开门
红。

进入1月以来，日照港集团迎来一个生产小高峰。“春节
期间，大型矿石、原油船舶络绎不绝，大年初二就有7条开普
型矿石船同时在泊作业，港口生产满负荷运转。”日照港集团
生产业务部高华阳告诉记者。大年初二夜里，雨雪中的码头现
场灯火通明。在日照港裕廊公司散粮自动化火车装车线上，发
往陕西的3000吨大豆正在紧张地装车作业。“外面大风大雪，
也耽误不了我们装车，平均每10分钟装1节车的效率，50节车
皮很快就能结束。‘全封闭、全自动、全天候’的作业模式优
势明显。”装车员刘伟说道。据悉，日照港一月装车完成
76334车，同比增长92 . 6%。

据介绍，今年下半年，中储粮日照港仓储物流项目二期
工程35万吨筒仓将接粮入仓。该项目全面建成后，日照港石
臼港区内将共建有182座筒仓，仓储能力150万吨，将港区仓
储能力提升至全国沿海港口前列，为巩固日照港全国粮食集
疏运中心地位，推进日照形成500亿级粮油产业集群注入新
动能。

□记 者 戚加绚
通讯员 范 强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春运期间，面对客流大、服务难度大的现
实状况济南铁路局济南客运段广州车队集思广益，首次采用
自创的“5问”工作法，严格遵循依据、程序、标准、结果、
评价这五个环节，保证每位旅客都能有一个平安、温馨的旅
途。

春运第一天，该车队6组值乘T179次列车，兖州站开车
后，18号车厢乘务员在四检车门时，发现运行左侧的车门
隔断锁作用不良，严重威胁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他随即
用对讲机将该情况通知了列车长和检车员，并用警示带扎
起安全线，直到列车长和检车员对车门处理完毕才撤除防
护。据介绍，这“5问”工作法是指每一项工作从接受到完
成，都要严格遵循依据、程序、标准、结果、评价这五个
环节，并在这五个环节中提出问题，逐项给出答案，逐项
解决问题。

济南客运段广州车队担当的T179/80次列车是济南到广
州的普速列车，途经湖南省的岳阳、长沙、株洲等5个地
市，春运期间该车客流量居高不下。“5问”工作法通过五
个环节形成制度流程，确保了春运过程中细小环节不掉链
子。

山航精准扶贫把山楂卖“上了天”

齐鲁交通投资268亿元推动跨越发展 春节长假全省高速公路

共减免通行费4 . 33亿元

烟台辖区

春节往来客船旅客近10万人次

日照港

1月份完成货物吞吐量3159 . 7万吨

济南铁路局济南客运段广州车队

“5问”工作法保春运

党建脊梁支撑山航高飞

□通讯员 张征征 报道
2月3日一大早，山东东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大门口围了不

少人，他们是公司特意邀请来庆祝节后第一天上班的锣鼓队。
原来，为了倡导绿色环保、节能减排，减少空气污染，作为市
级文明单位的山东东泰咨询公司一改往年放“开门炮”的传统
开业风俗，以喜庆的锣鼓队助演形式来迎接员工的到来。

▲改造前的石板房院墙。 ▲改造后的新居。

▲张修存跟老乡探讨今年的收成。

▲张修存与村里的孤寡老人拉家常。

▲村中道路硬化前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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