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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田 源
本报通讯员 贾大新 高仁涛

桃花开、杏花败，梨花开了腌咸菜。
暮春四月，春暖花开，往年这个时候正是
临沂市罗庄区冷水沟村民忙着腌咸菜的好
日子，可是今年四月的冷水沟，村民们正
忙着在临沂市交通局运输局驻村第一书记
李先锋帮助下成立的合作社里采摘扶郎花
(非洲菊)。

四月初，记者一行来到冷水沟村西的
合作社，合作社成员王传英正忙着将绑扎
完的扶郎花装车，她告诉记者：“一大早
摘了20000多朵，按协议价，能卖到8000多
元，过去俺想都不敢想，感谢李书记带来
致富好项目”。

扶郎花助14人全部脱贫

冷水沟是罗庄区最西边的一个小山
村，两县三镇交界处，300多户人家，土
地贫瘠，以玉米小麦粮食为主，种点大蒜
便是副业。2016年前，全村出行只有一条
20多年前修建的水泥路，坑坑洼洼，已经
毁得不成样子，交通滞后严重制约了村民
发家致富的脚步。

要想富，先修路。李先锋进村首要任
务就为该村高规格规划了“一环三连”8
公里的通村路和村内大街，仅3个月就建
成通车。冷水沟路通后，公交车通进村，
十五分钟一班，直达罗庄区换乘中心，村
民可以乘公交直达临沂市区。该村80多位
60岁以上老人可免费乘车，学生优惠，沿
途9个村15000多人受益。交通+镇村公交，
更好地满足了贫困群众这一出行需求。截
至目前，该市共完成贫困地区镇村公交线
路道路改造135 . 8公里，开通贫困村镇村公
交8条，覆盖288个行政村，受益群众达到
28 . 2万人，打通了农村公路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交通便利了，就要想法摘掉“穷帽
子”。李先锋带领群众经过多次外出考
察，结合实际情况，确定了花卉大棚项
目。王传英讲，自己以前在镇上冷库打
工，一个月收入不到2000元，看到扶郎花
种植前景，便回家参加了合作社，七亩
地，九个棚，年收入20多万。李先锋告诉
记者，村民王传英通过种花不仅致富脱
贫，今年年初，还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共产

党员。
目前，该村已经建成31个非洲菊温室

大棚，形成了50亩的种植基地，从该村目
前情况看，预计年产值120万元，为集体
增收5 . 4万元。去年底，该村7户14人已全
部脱贫。

大力建设文明生态路

为实现临沂交通扶贫“走在前列、带
个好头”的目标，临沂市交通运输局以新
时期贫困地区群众的交通需求为导向，攻
坚克难，自我加压，创新交通扶贫“1+
6”模式，即交通+四好农村路、交通+镇
村公交、交通+特色产业、交通+全域旅
游、交通+电商快递和交通+就业扶贫六种
交通扶贫模式。冷水沟,只是扶贫“1+6”
模式的一个缩影，也是临沂交通扶贫的亮
点。

据临沂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类延军介
绍，临沂市交通运输系统始终坚持“脱贫
攻坚、交通先行”的发展思路,积极贯彻落
实中央、省、市系列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
神，全市共完成投资5 . 3亿元，建设扶贫
道路639 . 5公里，占交通扶贫三年计划的
67%，贫困地区交通运输服务水平明显提
升，实现了临沂交通扶贫“走在前列、带
个好头”的目标，省交通运输厅也把临沂
市确定为全省交通扶贫联系点。

云蒙湖生态区通过农村公路改造，形
成60 . 4公里的“外环”、18公里的“内
环”以及紧贴湖岸的1 5 0公里生态隔离
堤，沿湖村居全部实现了村村通硬化路，
部分村实现户户通。蒙阴县开展“彩化公
路”行动，大力建设文明生态路，被确
定为全省第一批“四好农村路”示范
县。这是临沂市交通运输系统积极发挥
交通先行作用，把农村公路建好、管
好、护好、运营好作为交通脱贫攻坚的
主要抓手，通过实施道路交通工程专项
扶贫行动、安全生命防护工程等项目，
加快推动农村公路提档升级，打造了一
批示范路、循环路、小康路，即交通+四
好农村路模式。

石井镇位于费县西南部，山区偏僻，
交通不便，山东熠峰光伏发电项目到该地
区考察投资事项，因道路不畅，犹豫不
决。当地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立即对该地区道路进行勘察规划，仅

5天就完成了初步设计，利用3 0天的时
间，投资180万元，建成了长5公里、宽8米
的光伏大道，确保了该项目的顺利实施，
探索出具有“石井特色”的光伏脱贫模
式。2016年以来，临沂市共建设交通+特
色产业扶贫道路138公里，拉动了贫困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

为全域旅游提供交通支撑

按照“扮靓景点、融入景点”的思
路，以交通+全域旅游，规划建设了一批
旅游路、景观路。新改建的铜井—孟良
崮、南石门—五彩山、竹泉—马泉创意园
等公路工程项目，沿线经过30个村庄，共
计40余公里，为全域旅游发展提供了交通
支撑，促进了山区旅游开发，道路沿线建
起的农家乐饭店、宾馆200余家，生意堪
比县城火爆。围绕红色教育，内联外拓，
优化路网，打造了滨河大道、沂蒙生态大
道、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基地公路、垛薛
路、文泗路串联的“红绿古”优美大环
线，以此为依托，沿途修建乡村道路120
余公里，串联52个村庄，不仅拉动了红色
旅游线路沿线的农村经济发展，也拉近了
干部和群众的距离，成为密切党群干群的
“感情线”。

为帮助群众“拔穷根”，增强自身
“造血”功能，立足服务农业现代化，优
化城乡物流节点布局，着力构建三级农村
物流网络体系，使交通运输、实体经济与
互联网产生叠加效应，临沂实现了工业品
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双向物流，形成“行业
监管、企业运作、联合发展、合作共赢”
的农村交通+电商快递新模式。目前，全
市共有9处县级分拨中心、149处乡镇物流
配送站、515个村级物流网点。

为真正扶到点上、帮到根上，让贫困
群众脱贫有门路、收入有来源，把贫困群
众的就业安置贯穿于公路建设、管理、养
护、运营全过程，优先为贫困家庭提供就
业机会，探索出交通+就业扶贫，仅2016
年全市安置贫困家庭养路员1000多人。借
路致富，鼓励群众在公路两边发展花卉、
养殖等副业。云蒙湖生态区150公里生态
隔离堤道路建成后，利用道路周边形成的
滞流塘，沿线群众发展起了1000多亩的藕
塘和5000多亩的生态渔业养殖场，老百姓
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在家门口创业、在

家门口增收致富。

老区群众

共享交通建设红利
费县朱田镇崔家沟是“一点两区”易

地扶贫搬迁试点项目，总面积2万亩，其
中贫困户309户、898人。该村地处朱田
镇、梁邱镇两镇交界山区腹地，位置偏
僻、群山环抱、交通闭塞，群众行路难、
上学难、就医难、致富难的问题非常突
出，贫困人口占比远高于周边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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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道路不通这一重要致贫原因，费
县在朱田镇崔家沟易地整体搬迁项目区投
资1 . 2亿元，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规
划了“四横二纵三环”的路网，新修道路
65公里，在项目区内依山绕行，联接贯通
了全部耕地、果园道路，形成了环环相
连，路路相通的路网框架。

路通了，交通基础设施上去了，朱田
镇优越的自然资源吸引引大型农牧企业入
驻开发创造了条件。目前，引进的10个种
养加产业开发项目已全部入驻，总投资
7 . 6亿元，合同租赁土地7800亩。新成立合
作社2家、家庭农场38个，规模经营土地
4200亩，今年春季新栽植果树11000多亩。

路通车通，乡村休闲游、生态观光
游、自驾游火爆了，以生态旅游带动发展
农家乐、采摘园、农产品销售等新业态，
打造田园综合体，多渠道增加群众收入，
形成脱贫攻坚强大合力，让老区群众共享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红利。

临沂市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李
献荣说，在临沂市全面实施“百千万”沂
蒙老区脱贫攻坚行动中，临沂交通扶贫工
作秉承“交通先行”的理念，以“时不我
待”的紧迫感和“舍我其谁”的历史使命
感，开创交通扶贫的新局面，坚定不移地
打赢脱贫攻坚的新“孟良崮战役”。

□邱学文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由山东省二手车流

通协会主办、各地市行业协会协办的“2017
山东省二手车流通行业年会暨行业发展论
坛”在济南召开。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北京
北辰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中心、山东省物价
局、山东省工商局、山东省价格研究所等单
位代表近百人参会。

根据山东省二手车流通协会会长栾
航乾所做的山东省二手车流通协会 2 0 1 6
年度工作报告显示，2016年山东省二手车
交易量1 3 4 . 7 8万辆，比2 0 1 5年1 0 9 . 8万辆
增长18 . 5 2%。2017年一季度，全省二手车
交易量比上年同期同比增长 1 3 . 3 9%。据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罗磊预测，
到2020年全国二手车交易量将达到2000万

辆，总规模约1 5 0 0 0亿元。会议还表彰了
获 得 2 0 1 6 年 度 山 东省二手车 流 通 行 业
“争先创优”评选活动“社会公益慈善
奖”“行业杰出贡献奖”“最具影响力市场”

“卓越二手车经销商”“卓越二手车服务
商”“二手车鉴定评估诚信机构”与“优秀
二手车鉴定评估师”等 9 7个先进集体与
优秀个人。

□记者 李铁 吴荣欣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月9日，齐鲁交通发展集

团和浦发展银行在浦发银行总部签署了战略
合作协议，双方将在金融服务、股权合作、
银行经营管理、金融人才支撑等方面开展全
方位战略合作。据了解，浦发银行与齐鲁交
通发展集团战略合作额度将达100亿元。

今年3月，齐鲁交通发展集团在上海联
合产权交易所成功摘得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转

让的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3 . 6亿股股权，
总交易金额9 . 792亿元。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已对交易行为出具产权交易凭证，商业银行
股东资格审批正稳步推进，届时,齐鲁交通发
展集团将持有莱商银行18%的股权，成为第
一大股东，齐鲁交通发展集团迈出了金融投
资的重要一步。莱商银行股权交易项目，开
启了齐鲁交通发展集团与浦发银行深化战略
合作的良好开端。

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是山东省政府批准成
立的省管功能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运
营管理高速公路3409公里，是山东省政府交
通运输事业发展的投融资平台，省内重大交
通项目的投融资主体。齐鲁交通发展集团致
力于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进行融
资模式多元化、市场化、规范化的重要探
索，不断引导和撬动各类社会资本参与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此次合作，将充分发挥齐鲁

交通发展集团交通投融资平台优势和浦发银
行的资金优势，共同探索国有资本产融结合
的“齐鲁模式”，为推动山东省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根据合作协议，浦发银行将为齐鲁交通
发展集团提供存款和理财、银行融资、直接
融资、现金管理、国际业务、债务风险管
理、财务顾问、离在岸国际金融、期货结
算、中间业务等十余项服务。

□记者 陈明 通讯员 刘伟 报道
本报临沂讯 5月13日，北疏港公路（S341涛坪线西

延工程）建成通车，标志着临沂继岚济公路、日东高速公
路后又新增一条东西疏港大通道。

据了解，北疏港公路（S341涛坪线西延工程）起于临
港经济开发区与日照交界处，向西经临港经济开发区朱芦
镇、坪上镇，莒南县坊前镇、县城北、岭泉镇，终点位于
长深高速临沂北连接线沭河大桥，全长51 . 145公里，投资
12 . 05亿元，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设计速度80km/h，路基
宽24 . 5米，路面宽23米。该路的建成通车，将有效缓解岚济
公路交通压力，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拓展了临沂东部发展空
间，有利于加快“中心城区、莒南、临港一体化”建设步伐，助
力交通扶贫开发，发展全域旅游，对方便群众安全便捷出
行，促进临港产业开发和县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董开信 报道
本报齐河讯 5月4日，由齐鲁交通发展集团德州分公

司齐河西收费站青年团员组成的一支“爱心服务队”，来
到齐河县刘桥镇流洪中心小学，开展“学习雷锋，爱心助
学”主题活动。

齐河西收费站团支部自4月底发出爱心助学倡议书
后，广大干部职工纷纷伸出援手，用实际行动奉献自己的
微薄力量，为十六名贫困学生捐助了书包、铅笔等文具。
本次活动是当代青年回馈社会的一种体现，接下来，齐河
西收费站团支部将继续深化“学雷锋”活动，着力推动
“立足岗位学雷锋”，鼓励站内团员青年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争做向上向善好青年。

临沂交通创新扶贫“1+6”模式
用沂蒙精神打赢扶贫攻坚战役

2017山东省二手车流通行业年会暨行业发展论坛召开

我省一季度二手车交易量同比增长13 . 39%

临沂又新增一条
东西疏港大通道

齐河西收费站爱心助学
进校园

□通讯员 吕威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淄博市公路管理局承担的科研项

目——— 《重载路面沥青混凝土高模量化研究》荣获“2016
年度中国公路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据悉，为减少车辆荷载作用下沥青混凝土产生的塑性
变形，进而提高路面抗车辙能力，淄博市公路管理局通过
近8年的路试及监测数据分析，为沥青路面差异化精准设
计提供了有效技术方案，可有效减缓车辙病害的出现，具
有重要的应用和推广价值。

淄博公路局一成果获
“2016年度中国公路学会
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浦发银行向齐鲁交通转让所持莱商银行股份
股权交易促成双方长期战略合作

□胡勤伟 报道
本报济宁讯 5月11日至12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七届机

场建设与发展国际峰会上，济宁曲阜机场荣获“年度最具
特色发展机场奖”。

济宁曲阜机场坚守“飞行安全、廉政安全、真情服
务”三个底线，扎实推进平安民航建设，优化完善航线网
络布局，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行业文明建设，民航业务量
实现了快速增长，保持了持续安全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2016年，共安全保障航班5794架次,同比增长16 . 7%；旅客
吞吐量达到62 . 4万人次, 同比增长28%；货邮吞吐量达到
1813 . 5吨,同比增长54 . 6%。旅客吞吐量在全国218个民航机
场中排名第93位，比2015年晋升11个位次。2017年1月至4
月，完成旅客吞吐量26 . 1万人次，同比增长42 . 7%，增幅
在全国机场中名列前茅。目前，济宁曲阜机场通航17个城
市，初步形成了联通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大
连、重庆、哈尔滨、海口、昆明、长沙、南宁、沈阳等国
内热点城市的航线网络。

济宁曲阜机场荣获
“年度最具特色发展机场奖”

□通讯员 田伟 毕景春 报道
本报青岛讯 5月6日，山东公安边防总队青岛边检站

开通“绿色通道”为两名急需治疗的中国籍烧伤船员提供
通关便利，使重伤船员得到及时救治并脱离生命危险。

6日凌晨1时，该站指挥中心接到青岛赛轮船舶代理有
限公司的求助电话，称有两名中国籍严重烧伤船员随船经
过青岛外海海域，请边检站给予帮助。据了解，该船名为
“海洋幸运”，新加坡籍，挂港为印度—太仓—天津，在
驶到青岛外海海域时，四舱舱盖液压管漏油，船员用维修
机械切割，在切割过程中液压油不慎喷出，和切割火花接
触引起燃烧，船员盛希宝伤势严重，如不及时治疗，会有
生命危险，船员薛玉昌伤势较轻。

该站接报后，迅速部署勤务，启动紧急救助预案，紧急
协调口岸联检单位开辟一站式“绿色通道”，并联系驻地医
院及时派出救护车，做好救治准备。凌晨4时，北海救援117
抵达港口后，重伤船员被平安送往驻地医院进行救治。目
前，该船员已脱离生命危险，病情已得到有效控制。

青岛边检站开通“绿色通道”
救助严重烧伤船员

潍坊港开通
“大连—潍坊—青岛”
集装箱航线

□通讯员 潘增伟 张光辉 报道
本报莒南讯 针对车辆超限超载运输时有反弹的现

象，近日，莒南县交通运输局精心部署，组织交警、交
通、巡警等部门开展夜间联合治超、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莒南县集中执法力量联合行动，对全县各交通要道开
展路面巡查，重点对超载超限、抛洒污染路面等危及道路
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保持治超高压态势，确保执法无盲
区无漏洞，巩固治超成果。活动中，出动执法车辆7台，
出动执法人员30余人，共查处超载超限车辆13台。

莒南开展夜间联合治超行动

□记者 陈明 报道
本报临沂讯 5月8日，泉州安通物流有

限公司所属船舶“长荣12”轮从潍坊港森达
美集装箱码头启程前往青岛。至此，潍坊港
正式开通“大连—潍坊—青岛”集装箱航
线，周期6天一班。该航线将潍坊港作为中
转点，充分利用青岛港、大连港密集的内、
外贸集装箱航线，进一步完善了港口集装箱
物流网络。

□通讯员 宋潇潇
谢灵犀 报道

结合重载车辆多、车流量
大的实际，近日，沂源公路分
局在S329薛馆线坑槽挖补施工
中集中采取机械化作业，进一
步提高了路面小修施工效率和
质量，降低了施工安全隐患。

据了解，本次S329薛馆线
坑槽挖补改变了原来风镐破
碎、人工作业的传统施工方
式，利用铣刨机开挖，配合运
输车运料，进行流水作业，共
铣刨路面500余平方米。据该
局养护科科长李永华介绍，
“薛馆线车流量大，采用这种
机械化施工作业可以有效减少
交通阻碍，工作时间也由10天
缩短为2天。”

□通讯员 臧宝安 李冬梅 报道
近日，菏泽市定陶区国税局仿山分局走

进辖区内交通运输行业企业，深入了解企业
对“营改增”新政策适应情况，面对面为交
通运输行业企业解疑答惑，帮助企业防范涉
税风险。图为5月7日，该局税务人员为定陶
区大宇物流有限公司纳税人辅导增值税发票
开具、查询等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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