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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加绚 田源 吴荣欣 报道
本报临沂讯 近日，山东省交通运输厅

召开全省交通计划管理暨交通扶贫工作座谈
会，对全省2017年交通计划管理及扶贫工作
进行部署。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王其峰
说，“交通扶贫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创新交
通扶贫工作思路，确保交通扶贫建设项目合
格率达到100%。”

交通运输作为基础性、先导性行业，在
扶贫开发工作中发挥着“先行官”的作用。
“我省近几年先后投入40多亿元，加强了全
省扶贫工作重点村的公路改造、客运停靠设

施建设等工作，建设农村公路超过1万公
里、停靠站牌1149个，3080个扶贫村已开通
客运班线，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山东省交
通运输厅副厅长王其峰说，交通扶贫开发工
作要做到精心、精准、精细，对扶什么、怎
么扶、如何达标，全过程都要精准施策、精
细操作，做实做细“一村一档”等工作，摸
清底数，掌握需求，在精准上做好文章，满
足不同贫困村的交通设施需求。

山东省扶贫办近日确定了今明两年行业
扶贫的重点扶持对象，包含2016年底未退出
的1916个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和2017年确定

的2000个扶贫工作重点村中新增加的1649个
村，共计3565个村。省交通运输厅要求各市
要根据新确定的扶贫对象实现“一村一档”
管理，并按照“今年底基本完成，明年扫
尾”的要求，明确今年的目标任务和工作计
划，按照省交通运输厅编制定的《山东省交
通扶贫实施方案》抓好落实，县(市)作为项
目实施主体。

王其峰表示，实施黄河滩区脱贫迁建
是保障滩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加快滩区
群众脱贫致富的当务之急，对全省经济社
会发展和脱贫攻坚具有重要意义。黄河滩

区脱贫迁建涉及济南、淄博、东营、济
宁、泰安、滨州、菏泽等7市，涉及面广、
影响大，村台撤退道路建设涉及滩区群众
生产生活安全，是当前全省交通运输重点
工作之一。下一步，要结合省政府要求尽
快完成对村台撤退道路改造规划方案编制
工作，与滩区有关县政府对接，合计确定
今年建设计划，并拓展融资渠道，积极利
用农发行等金融机构长期政策性贷款用于
滩区公路建设，解决地方配套资金难的问
题，建立多元化融资渠道，确保滩区迁建
公路建设顺利推进。

□记 者 陈昕路 吴荣欣
通讯员 黄 炜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
山东省委省政府关于道路交通安全工作部署
要求，进一步强化安全意识，着力解决普通
国省公路安全设施存在的薄弱环节，避免和
防止交通事故发生，5月至9月，山东省公路
系统开展为期5个月的“公路安全设施整治
提升”专项行动。

据了解，通过本次专项行动，建立健全
“源头治理、风险防控、隐患排查、社会共
治、应急高效”的长效机制，按照“全覆
盖、零容忍、严要求、重实效”的标准，通
过对普通国省道交通量较大路段、穿城镇人
员密集路段、交通事故频发易发等路段的交
通安全设施进行全面排查和治理，提升公路

安全防护能力，避免因公路安全设施不完善
导致的交通事故的发生，为公众出行提供安
全畅通的通行环境。

为了确保公路交通安全设施整治效果取
得实效，本次活动将全面排查，优化完善交
通安全设施。逐级压实责任，对管养范围内
的公路交通安全设施依据部颁规范进行彻底
排查，重点解决标志不规范、标线不清晰、
防护设施不完善等影响交通安全的突出问
题，建立排查档案，列明问题清单，制定针
对性措施予以整治。

采取政府主导的方式，封堵部分中央护
栏开口。依据现行规范和原设计文件及竣工
资料，对中央护栏开口数量和设置位置进行
核查。对中央护栏开口过多、开口间距过小
的路段，建立统计台账，提出封堵意见，主

动向当地政府报告。建立政府主导的联动工
作机制，组织协调公安、安监、交通、公路
等部门联合进行整治和封堵。

本次专项行动对车流量大、混合交通
多、交通事故多发的平面交叉口进行排查
和梳理，对因视距不良造成的安全隐患及
时进行整治。对既有各类平交道口和农村
公路接入口及相关警示设施，进行全面排
查，建立档案，分清责任，完善手续，并
实行动态管理。对重要路段的平交道口和
事故多发路段，应重点巡查，发现问题及
时处置。

另外，本次活动要求各市公路局逐步
建立与公安交警部门信息互动、沟通协调
的长效机制，定期汇总沟通交通事故情
况，及时获取有效信息。同时，对故意破

坏公路设施的，将建立联动机制，及时向
公安和路政部门报案，共同对违法行为进
行打击和惩治。

本次专项行动总体时间分三个阶段。
今年5月开始，各有关单位制定本辖区具体
实施方案，营造社会关心关注公路安全的良
好氛围。6月至8月为集中整治阶段，逐路线
制定明确的阶段目标，建立组织机构，制订
实施方案，制订督查考核办法，总结工程质
量管理经验。9月将对专项行动进行全面总
结，对整治提升效果进行评估，按照“排
查、整治、再排查、再提升”的要求，对新
发现的安全隐患进行整治提升。同时，对好
的工作经验和做法进行总结集成，基本形成
“突出重点，动态排查，源头管控，综合治
理”的公路交通安全防控体系。

□郭昂 报道
本报郓城讯 远处麦浪翻滚，近处机械嗡鸣。为保障

群众麦收工作，近日，郓城县增加施工人员、机械设备的
投入，使全县442公里在建农村公路在麦收前至少完成石
灰土分项工程，尽快达到开放条件，确保麦收期间农用车
辆正常通行。

今年是郓城县农村公路改造三年计划两年完成的关
键之年，资金投入、人员投入、工程总量均为历年之
最。目前已开工里程4 4 2公里，全年计划完成1 0 0 0公
里。

□司延训 李峰 报道
本报高青讯 “以前开车走到这，看着路边光秃秃的

没个挡挂的东西，开车总是不得劲儿，现在路边安上了防
护栏，只要不超载、超速，开着车心里踏实多了”。6月5
日，在高青县刘杨路路口，开车往附近村里送家具的老司
机于峰对公路养护人员说。

据悉，于峰所说的“防护栏”是该县实施的农村公路
安全生命防护工程的一部分。近年来，高青县把该工程作
为一项重要的民生项目来抓，在县乡公路设置安装路侧护
栏、标志、标线及相关防护配套设施，为全县336公里农
村公路“系上了安全带”。

山东开展公路安全设施整治提升行动

□ 侯军营 刘维高

“我们真的是高兴坏了，出门也方便，
再也不用担心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了。
想起以前这条路就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土路，
一到下雨天就全是泥巴。有时候赶上收获的
季节，推车子都是东倒西歪的不好走。现在
好了，看着硬化后整洁通畅的公路，我们从
内心深处感到高兴。”莒县峤山镇村民王厚
凤拿着铁锹一边铲土一边说，这条致富路真
真正正地修到了村民的心坎上。

自莒县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以来，该县交
通运输部门结合实际，紧紧抓住交通扶贫这
个“牛鼻子”，在农村道路建设、客运站建
设及道路绿化上做文章，计划两到三年时间
投资16 . 2亿元，在全县实施农村公路“畅美道
路行动”。其中10 . 6亿元用于建设400公里扶贫
道路；用两年时间在省定贫困村建设57处农
村客运站，彻底解决贫困村群众出行难、致
富难的问题。

在莒县峤山镇北涧村，一条蜿蜒在山坡

上的农村公路将省级贫困村莒县峤山镇北
涧村与市级贫困村莒县桑园镇白湖村连接
在了一起，刚刚修建的道路，远远望去犹
如一条灰色的丝带缠绕在山间。“北涧到
白湖这条路修通后，往南、向东，都是四
通八达，现在出行做买卖方便了，肯定对
增加村民收入有很大帮助。”北涧村村民
朱翠秀说。

“在工作中，我们对贫困村道路建设情
况进行了全面摸排，建立了扶贫路建设台
账，全面加快建设步伐，力争早日打通贫困
村的断头路、外连路、瓶颈路。‘北涧—白
湖’道路是连接省级贫困村莒县峤山镇北涧
村与市级贫困村莒县桑园镇白湖村的道路，
全长4 . 5公里，投资229 . 3万元。”莒县交通
运输局党委书记孙乐芳介绍。

莒县峤山镇的北涧村地处山区，交通闭
塞，严重制约当地经济的发展，这条路的修
建，结束了北涧村经山里村至白湖村无法通
车的历史，打通了峤山镇、桑园镇两个镇之
间的交通瓶颈，极大地方便了沿线3个村

庄、1700多山区居民的生产生活。这两个村
之间修建了水泥路，不仅便利了村民出行，
更重要的是，这条路将成为一条绿色产业扶
贫通道，不仅为两个镇发展乡村旅游相关产
业带来了良好机遇，而且对拓宽贫困群众增
收渠道，繁荣当地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发挥
重要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让贫困山区的老百姓尽快脱
贫致富，根据规划安排，将10 . 6亿元用于建
设建设400公里扶贫“大通道”。

一座座中式古典建筑风格的“候车
亭”，一个个具有现代时尚之感的“招呼
站”，或是主体中央镂空橱窗设计上古色古
香的“日云山”标志，或是涂装中国红的框
架搭配顶棚蓝色钢化玻璃，无不透露出独具
匠心的设计和浓厚的莒县文化气息和浓郁的
现代化气息，在莒县农村道路上显得格外耀
眼，犹如一道美丽的彩虹横亘在城乡村
落……

去年12月，莒县交通运输局在峤山镇和
库山乡10个省定贫困村建成的候车亭和招呼

站正式上岗，这些实用兼具美观、古典结合
现代、防风又遮雨的客运站点不仅为农村群
众提供了更加舒适的候车环境，也为沿途增
添了美丽一景。

据莒县交通运输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莒
县省定贫困村共有57个，其中库山乡25个，
峤山镇32个。根据省交通运输厅下达的贫困
村客运站点建设任务，按照“三年任务两年
完成”的原则，该局积极组织运输管理部
门、路政管理部门、城乡客运班线及驻地乡
镇与村庄等多方进行沟通和现场勘测论证，
确保了建设的客运站点布局科学合理，实用
与美观兼具，并与周边交通环境完美结合。
截至目前，今年省交通运输厅下达的57处建
设任务，现已完成12处，其余的45处建设任
务将于今年年底完成。

随着莒县省定贫困村客运站点的不断建
成，又一项交通精准扶贫项目落地生根，群
众出行条件将得到极大改善，沿途群众从此
彻底告别候车时的烈日“烤”验和雨季淋
“浴”。

修通致富路 架起连心桥
——— 莒县紧抓交通扶贫“牛鼻子”建设400公里“大通道”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部署交通扶贫工作

确保交通扶贫建设项目全部合格

6月3日，2017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汽车营销赛项在山东交通职业学院开赛。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的62支代表队参加比赛。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我国职业教育的一项重大制度设计和创新，2017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汽车营销赛项承办权首次落户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山东交通职业学院坚持“立足交通行业、服务区域经济、紧密融合企业、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办办学定位和“校企融
通、全程合作”的办学模式，不断加强内涵建设，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办学水平显著提高，综合实力大大增强，走在了了全省高职院校的前
列。自2010年学院首次组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迄今，共获得一等奖16项、二等奖14项、三等奖10项。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首次承办“国赛”

郓城修路
不忘保障麦收车辆通行

高青为336公里农村公路
“系上安全带”

□申传海 杜金伟 高艳利 报道
本报新泰讯 5月31日, S103济临线疃

里大桥危桥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并通过验收，
恢复通车运行。

S103济临线疃里大桥始建于1986年，位
于“起重之乡”新泰羊流镇西2公里处，全
长126 . 48米，桥宽13米。2016年该桥出现桥面
坑洞、桥板断裂、钢筋外露，随即实施交通
封闭，并报修。同年12月29日，济临线疃里
大桥危桥改造正式开工建设，由简支空心
板桥改为连续预应力空心板桥，设计使用
年限100年，抗震烈度7度，改建后桥宽由13
米增加至15米，彻底解决了“宽路窄桥”
问题。

济临线疃里大桥
危桥改造竣工通车

□责任编辑 杨 辉

□董江艳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中铁十局一公司设备安装分公司

经理张涛被评为中铁十局一公司十大感动人物。
据悉，张涛自2014年3月任中铁十局一公司设备安装

分公司经理以来，夜以继日地查阅资料、学习理论，一个
月时间熟悉了工作流程，亲力亲为抓市场开发。仅去年就
组织招标采购5次，降低采购成本454万元。

张涛爱岗敬业获表彰

□通讯员 宋潇潇 顾洪燕 报道
本报沂源讯 “禁止在公路、公路用地范围内摆摊

设点、堆放物品、倾倒垃圾、设置障碍、挖沟引水、打
场晒粮……这些很多人平常都不注意，特别容易犯
错。”5月25日，沂源县路政服务大厅前，沂源公路分
局工作人员向群众宣讲《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沂源公路分局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页、电子
显示屏播放宣传标语等形式，宣传集市贸易占路经营、
车辆漏撒等违法行为的危害性、治理必要性及相关法律
法规，维护道路交通安全。

沂源公路分局全方位开展
公路安全保护宣传

□吴荣欣 陈明 报道
5月31日至6月1日，山东交通技师学院赴菏泽单县郭

村镇开展爱心捐赠暨农机义诊服务活动，为当地学校及省
交通运输厅驻单县“第一书记”村带来了电脑、足球、篮
球等价值12万元的办公用品及体育器材。

山东交通技师学院教师和学生自发组织了“农机医疗
志愿服务队”，免费为单县郭庄镇田桥村、杨庙村、朱油
坊村、大李海村、苗楼村5个村的200多台农机进行免费维
修、保养、电气焊接等服务，并免费提供价值近2万元的
各类油品、易损零部件等，确保农业机械以良好技术状态
安全高效地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同时，该学院将持续关注
朱油坊小学的发展、关注学生们的健康成长，与全校师生
一起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孩子们成长的乐园。

山东交通技师学院

为单县“义诊”200多台农机

□庞元利 报道
近日，临沭县交通运输局对排查出存在

龟裂、坑槽等路面病害的沭牛路、观石路、
沭郯路等10条老油路进行彻底整治。为保证
作业质量，该局工程技术人员对病害铣刨、
划线切割、洒粘层油、摊铺碾压等各道工序
进行全程技术指导，严把质量关。

□田源 冯超 报道
本报枣庄讯 近日，滕州市一次性投放新能源公交车

150部，开通了滕州至界河、凤凰谷景区5条城乡公交线
路，近40万群众受益，这也标志着枣庄城乡公交实现了全
覆盖。

截至目前，枣庄市累计新开通公交线路50条，投入
2934辆公交车，已有64个乡镇、2143个行政村开通了城乡
公交，城乡公交乡镇通达率达到100%。

枣庄
城乡公交实现全覆盖

□记者 吴荣欣 陈明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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