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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杨 辉

□ 吴荣欣 王 磊

6月22日，我省召开全省化工产业安全
生产转型升级专项行动动员部署电视会
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坚决遏制安全事故多发势
头，加快化工产业安全生产转型升级步
伐。6月29日，省交通运输厅召开全省交通
运输系统化工产业安全生产专项行动视频
会议，决定从2017年6月开始至12月底，在
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开展道路水路危险货物
运输、港口储存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快
整治、严执法紧急行动，铁腕整治化工产
业安全隐患。

危险货物运输大省之忧

我省既是化工大省，也是危险货物运
输大省。化工产业链条中的运输环节，涉
及交通运输行业的道路、水路危险货物运
输和港区储存、装卸作业两个领域。据统计，
截至目前，全省共有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
879家，危险货物运输车辆39660辆，运输品
类涵盖危险货物品名表全部9类品种，运输
经营范围遍及全国；全省共有水路危险货物
运输企业14家，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企业105
家，港区危化品储罐598个，总罐容1217万
立方米，危化品泊位202个，危化品年吞吐
量2 . 2亿吨、位居全国第一。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数量大、种类多，

点多线长、分散流动；水路危险货物吞吐
量大、储存区域集中、安全风险极高，一
旦发生险情或事故，难以处置施救，后果
不堪设想。

今年以来，全省交通运输各级各单位
围绕“平安交通”建设这条主线，深入开
展“平安交通专项整治行动”“安全生产
百日攻坚治理行动”等一系列专项整治行
动，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但是进入5月
份以来，安全生产形势陡然严峻，交通运
输领域也发生了多起事故，特别是危险货
物运输和港区存储安全生产形势十分严
峻。

“全省交通运输各级各单位和广大企
业必须深刻认识开展专项行动的重大意
义，与加快交通运输新旧动能转换紧密结
合，坚决完成好省委、省政府交给我们的
任务，切实解决制约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发
展的固症顽疾，推动交通运输转型升级、
提质增效，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省交
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王玉君说。

立查立改决不拖延

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化工产业安全生产
专项行动视频会议要求，分集中检查、各
市互查、评估总结三个阶段，开展道路水
路危险货物运输、港口储存领域安全隐患
大排查、快整治、严执法紧急行动。

在大排查、快整治、严执法紧急行动
中，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其有关管理

机构组织专门力量，深入细致摸排辖区内
危险货物运输企业、车船、储罐、泊位、
从业人员底数和生产经营情况，全面摸排
风险源，建立细致完整的台账，及时掌握
隐患整改落实情况，形成安全生产闭环管
理。对排查出的一般隐患，立查立改，决
不拖延；对重大隐患，坚决停业整改。对
非法违法从事道路、水路危险货物运输的
企业、车船，该依法取缔的坚决取缔，该
暂停相关业务的立即暂停相关业务。

全省暂停新增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
许可，暂停审批新增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车
辆，暂停审批省内（含市际、市内）水路
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和船舶。对危险货物运
输企业、车船、储罐、泊位、从业人员等
全面实行“户籍化”管理，建立完善档案
台账，切实加强动态管控；全面重新核查
企业经营资质、车船技术状况、从业人员
从业资格；加强对港口危化品罐区、港区
内运输及作业活动的安全管控，坚决落实
“一书一签”（安全技术说明书、安全标
签）制度；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对
危化品运输车船、港区危化品罐区等重点
部位的监控措施，落实监控管理制度，落
实监控人员责任，及时处理违规违法行
为，切实做到“看得见、摸得着、管得
住”。

加快行业转型升级

我省交通运输系统将按照“发展壮大

一批、规范提升一批、关闭淘汰一批”的
思路，通过兼并、重组、赎买、股份制改
造等途径，全面开展安全、环保、节能评
级评价，坚决依法关闭淘汰一批评级评价
差或存在重大隐患的企业，改造提升一批
安全管理科学规范的企业，发展壮大一批
骨干优势企业。加快推进风险分级管控和
隐患排查治理预防机制建设，对排查出的
各类风险、隐患，实施精准监管和治理。

在运输、储存设施装备方面，加大安
全生产投入，加快危险货物运输生产设施
装备升级换代，积极采用新工艺、新技
术、新装备，不断改善安全生产条件。推
广使用视频监控、防疲劳预警、防碰撞预
警和事故自动报警等先进的车辆安全设施
设备，提高危险货物运输装备科技含量和
现代化水平。全面整合港口危险货物安全
管理技术资源，按规定配备紧急切断阀、
移动供电设备和消防备用电源，改善港口
危险货物储存安全条件。充分利用互联
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进一步强化
监管手段，实现“联网、精准、专业、协
同”监管。

交通运输系统将加强从业人员入职和
继续教育，强化安全素质评价、考核，促
进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法治意识、基本知
识、专业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全面提升。
加快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生产信用体系建
设，建立完善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和从业人
员“黑名单”制度，严格落实失信惩戒措
施。

□ 本报记者 陈昕路 吴荣欣
本报通讯员 马晓燕

山东公路多年来创造了一个个佳绩，
随着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不断涌现，
山东公路发展正当时。省交通运输厅公路
局紧紧抓住建设品质公路这一根本，2017
年在全省公路系统开展了“工程质量管理
年活动”。各市公路管理机构和参建单位
积极响应，以打造山海旅游路、生态环保
路、智慧文化路等亮点亮线为依托，紧扣
精益建造、智慧发展、本质安全、绿色环
保等理念，展现出山东普通国省道公路建
设新面貌。

制度是使各项工作优质高效运转的保
障。各市公路局在强化过程监管，狠抓原
材料、成品、半成品控制、细化施工环节
的工艺控制要求的同时，全面实施施工标
准化管理，对驻地建设、工地试验室、路
基路面及桥涵施工等按照“精益建造”的
理念，打造示范工程。

枣庄等市公路局通过落实技术质量责
任、主要材料全程管理、第三方专业检测
和技术咨询、一线骨干人员登记等制度，
将工程质量管控责任层层分解，做到定人
员、定岗位、定职责，构建项目法人总负
责，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参建单位
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质量管理责任体
系；潍坊等市公路局为提高路基的承载力
和稳定性，通过适度提升路基压实度，对
重点部位采用强夯处理，严格弯沉检测等
举措，提高了路基交工的一次通过率；烟
台等市公路局为控制石方路基施工质量，
通过控制爆破深度，严格爆破粒径控制，
实现了爆破到位而不超爆、爆破粒料路基
填筑使用适宜的目标。

创新是促进公路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
力。各市公路局积极与有关高校开展联合
攻关，推进科技创新在工程建设项目中的
试验与应用。

为减少污染，提高波形护栏的防腐耐
久性，在G206日照段、S102济青线、S316
寿高线项目中，将试点中央分隔带波形护
栏采用达克罗“绿色电镀”表面处理工
艺；为进行在全寿命周期成本方面的研

究，威海公路局根据交通运输部相关要
求，积极推进钢结构桥梁在公路中的应
用，在S201威东线田和至温泉段改建工程
改建段上跨等级路桥梁上部采用钢混叠合
梁结构。为推进低碳、环保、循环的工作
的开展，在S222央赣线、S316寿高线项目
中，开展“公路工程旧沥青路面厂拌热再
生”“公路工程应用赤泥关键技术及环保
措施”等试验研究，推广新材料应用、旧

路沥青材料的再生利用；为提高水泥稳定
碎石基层混合料的均匀性和强度，G205山
深线张高段全面推广耐久性基层振动拌合
技术，有效解决离析，减少基层裂缝等问
题。

智慧建造是在数字公路和感知建造的
基础上，采用视频、检测等技术，助力公
路建设监管，弥补传统项目管理中的不
足。

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局充分发挥行业引
领和指导作用，研发工程进度与计量支付
系统和现场质量安全远程智能监控系统，
应用移动终端实现改建工程现场进度信息
采集验证和动态监控，对工程建设过程的
远程质量监督和智能控制；广泛使用微信
群进行现场信息的及时交流和工作指导，
为各市提供了一个互相展示的交流平台，
也是互相促进的比赛擂台。

烟台公路局加强以信息化、大数据处
理为手段促项目建设，成立了以“数字化
管理中心”为数据集会点的项目监管平
台，通过项目无人机全程拍摄、施工现场
摄像头信息采集等措施实现全市路网改建
工程、拌合站、料场等实时监管。将BIM
系统用于工程管理，将施工工艺流程，进
度计划、投资控制、质量控制等集成一
体，能够对工程内容实现实时立体查看、
沟通和反馈，起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
作用，革新了工程建设管理模式和理念。
济南等市公路局在重要桥梁、隧道管理中
创新“互联网+安全”监控手段，基于BIM
模型三维模拟施工场地、主体结构、道路
系统、管线设备系统及施工措施等，实现
重难点工序施工安全评估与预警管理，为
工程建设提供更好的安全风险评估及预警
信息集成，服务于工程实际。

□记者 胡勤伟 吴荣欣 通讯员 陈得印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省发改委、省交通运输厅在济南市组

织召开了《济南至微山公路董梁高速至枣菏高速段项目建议
书》审查会议。项目建议书顺利通过专家审查。

济南至微山高速公路起自济南市，经泰安肥城市、宁阳
县，济宁兖州区、高新区、太白湖新区，终止于微山县，将形
成京台、济广以及济徐高速之间新的南北向高速通道。此次项
目建议书是建议先期建设济南至微山公路董梁高速至枣菏高速
段（济宁新机场高速连接线）。该段起点位于泰安市宁阳县伏
山镇毛家村的董梁高速，终点位于微山县两城镇南的枣菏高
速，路线长约83 . 6公里，估算总投资97 . 3亿元。该项目建成
后，可有效联通董梁、日兰、枣菏三条东西向高速公路，并可
快速连接济宁新机场、鲁南高铁济宁东站，充分发挥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作用，优化我省高速公路网布局，对发挥路网整体效
益，改善区域交通运输条件，适应交通量快速增长的需求，加
快并串联沿线旅游开发，促进西部经济隆起带、区域经济社会
及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通讯员 管兵 报道
本报沂水讯 近日，交通运输部公布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

示范县第一批创建县名单，我省沂水县和荣成市入选。
为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出行和城乡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交通运输部于去年10月份启动城乡交通运输
一体化建设工程，计划“十三五”期间，在全国选择100个左
右典型县级行政区域先行先试，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建设积
累经验。经过省交通运输厅推荐和专家评审，交通运输部确定
了52个县（区、市）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第一批创建
县，我省沂水和荣成两个县（市）入围。

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开展大排查快整治严执法紧急行动

铁腕整治化工产业安全隐患

我省公路系统开展工程质量管理年活动

精益建造 智慧发展

济南至微山公路
董梁高速至枣菏高速段项目
通过专家审查

沂水荣成入选
全国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
示范县首批创建县

□通讯员 张梅 报道
本报郯城讯 日前，郯城县交通运输局运政服务大厅荣获

“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
郯城县交通运输局运政服务大厅现有职工24人，其中女同

志22人，服务全县1 . 2万余辆道路运输车辆和1 . 6万余名从业
人员。他们围绕服务“零投诉”、业务“零差错”、沟通“零
距离”、限时“零延误”、办证“零收费”的“五个零”工作
目标，按照“建立一套工作管理机制、规范一套窗口工作流
程、设置一批便民服务措施、完善一套服务监督制度、开展一
系列文明创建活动”的“五个一”工作思路，制定完善了一系
列工作措施，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郯城运政服务大厅
获“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

□李剑桥 韩士海 报道
本报滨州讯 今年以来，滨州市交通运输局立足实际、创

新思路，在全局探索实行“一统三翼”工作法，推动交通运输
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实现了“十三五”良好开局。

“一统三翼”工作法，即以党的建设为统领，以权责运
行、安全生产责任、廉政风险防控三个清单为机翼，将党的建
设贯穿到全局工作的方方面面，将清单式管理渗透到每个工作
岗位和工作环节，切实解决党员干部队伍在思想、能力、形
象、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统三翼”工作法，推动了交通运输各项工作实现新的突
破。济滨东高速、滨惠大道、南外环道路扩建、东外环北延等4条
道路同步通车。秦滨高速埕口至沾化段、长深高速高青至广饶段
开工建设，沾化至临淄高速、沿海高等级公路等重点工程前期工
作进展顺利。其中，南外环路拓宽改造工程荣获滨州市“争一流、
上水平”十佳成果，南海一路改造提升工程仅用80天完工。重大
民生工程顺利推进，超额完成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目标
任务。交通监察执法工作连续四年“零投诉”。交通运输安全
生产工作连续四年“零责任事故”。

“一统三翼”工作法
推动交通运输实现新突破

▲加工合格的钢筋笼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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