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全面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为“山东的路”注入新动能

打造“四好农村路”山东品牌
□李轶群 张伟 郝雪莹 吴荣欣

道路通，百业兴。近年来，在交通运输部和省委、省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我省交通运输系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四好农村路”的指示要求，大力创新农村公路建管养模式
和运行机制，积极推进建管养运统筹协调发展，农村公路发
展速度、网络规模、管理水平全面提升，树立了山东农村公

路优质品牌。
目前，我省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23 . 83万公里，占全省公路

通车总里程90%，其中县道2 . 33万公里、乡道3 . 24万公里、村道
18 . 26万公里，行政村通沥青(水泥)路率达到99 . 995%，基本形成
以县道为骨架、乡道为支线、村道为脉络的农村公路网络体
系，道路养护水平得到全面提升，城乡交通一体化格局基本形
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推进运营“五个+”

全面运营好农村公路———

城乡公交一体化

打造全域化城市名片

7月19日上午10点，在烟台交运集团金都运输
有限公司院内，30辆电动公共汽车一字排开进行充
电。充满电后，它们即将驶向招远各个乡镇开始一
天的工作。

自招远市交通运输局从2011年开始稳步推进对
城区公交和农村线路班车回收改造工作以来，已将
35条城乡客运线路、160部农村班车收归国有。

“现在好了，班次稳定了，票价也更便宜了。
以前班车发车时间不确定，常常要白等很久，浪费
不少时间，现在说几点发车就几点发车。”家住辛
庄的小程对我们说。“而且车内环境干净整洁，比
以前的农村班车好多啦。”他身边的女朋友补充
道。家住曹孟附近的张女士也表示，以前没有公交
车，想多背点土特产进县城都要看客运车脸色，怕
人家嫌麻烦不让带。现在有了城乡公交，不仅不用
看别人脸色，票价也更加便宜了。

“经过几年的努力，截至今天，城区公交与农
村公交还有两家公司运营，我们正在与农村公交的
运营单位沟通，年内农村公交的运营权就将全部收
回。”招远市交通运输副局长刘文正说。他表示，
招远市全面推进城乡公交一体化，一举打破了城区
公交与农村客运二元分割的局面，降低了农民出行
成本，给农民进城、出行带来了便利，也有力拉动
了城乡经济发展，繁荣了城市的人气、商气。在运
营权全部收回后，他们将打造“全域公交”模式，
目前，已聘请山东理工大学对招远市的公交运营线
路进行规划调研。待线路规划全部完成后，招远市
将真正实现城乡公交一体化。届时，“全域公交”
将成为招远市推行全域城市化发展的又一张名片。

我省扎实推进运营“五个+”，全面促进农村
公路快速融合发展。推进农村公路+客运出行，基
本成形县、乡、村三级公交网络；推进农村公路+
物流发展，全省县级分拨中心达到61个、乡镇物流
站达到701个，农村交通物流实现了规模化发展；
推进农村公路+美丽乡村、旅游及产业发展，布局
合理、排水通畅、设施齐全的村内道路网络为改
水、改厕等农村其他“六改”打下了坚实基础，打
通通往景区道路网络推动了乡村旅游业迅猛发展，
依托农村公路发展起来的经济带、工业园、开发
区、示范园等竞相建成。

龙口的农村路建设，青州的科技化管理，诸城
的市场化养护，招远的城乡公交一体化运营，都是
农村公路建管养运协调发展的一个个缩影。我省打
造“四好农村路”亮点并不止于此，沂蒙老区临沂
从“四塞之崮”到“物流天下”、烟台莱州“不留
死角”的生命安全防护工程、淄博高青县“多站合
一资源共享”的农村物流站点网络、日照莒县的畅
美道路行动……各市县都在各出心裁，探索适合自
身的“四好农村路”建设模式，为“山东的路”品
牌持续注入新动能。

7月16日下午3点，一辆满载桶装水的中型
卡车从村里开上6米宽的水泥路，驶向烟台市
区。这里是位于龙口市石良镇东南部的省级贫
困村——— 下刘家村。村干部为了带领村民脱贫
致富，曾经设想引进农业项目，但是都未能成
功，大学生村官范超向我们解释：“主要是由
于我们这儿地处三县交界，非常偏僻，只有一
条土路与外界连通，一到雨雪天气，更是泥泞
不堪，交通实在不便。”所以，尽管村子依山
傍水，风景宜人，林果资源丰富，也没有企业
愿意投资。

随着我省“四好农村路”建设的推进，打
通村级断头路，修好进村路成为工作重点。
2016年，龙口市交通运输局筹集资金92万元为

下刘家村修筑了一条总面积达15000平方米的
水泥硬化进村路。

就是这条进村路，打开了下刘家村脱贫致
富的大门。“我们村土地以山地薄田为主，主
要就是靠种水果卖钱。可是以前路不好，要走
五里地到省道上才能运出去。这五里地装车、
运输都是损耗。路修好以后，大卡车在村里就
能直接上路了，收水果的车能开到家门口，一
斤水果平均能减少损耗2角钱。”村党支部书
记刘福峰说。

依托新修建的进村路，不仅果品运输问题
得到解决，下刘家村还利用沙质土壤建设了猕
猴桃采摘园，借助水资源优势开发了“山峦牧
歌”净化水项目，盘活村集体土地吸引企业投

资开办了“水上民俗”手撕鱼片工厂。“以前
因为交通不方便，猕猴桃再甜也没人愿意来采
摘，山泉水再好也运不出去，更别说外面的企
业来这里投资办厂了。”刘福峰说，光这三个
产业就给每户贫困户每年平均增收810元，还
给村集体带来了每年11万元的经济效益。今年
7月，下刘家村11户省级贫困户13人已经全部
脱贫。

在农村公路建设方面，我省交通运输系
统狠抓“五个一”，全面提升农村公路通达
水平。开展村级公路网化示范县活动，解决
村头“一公里”和村内“一条街”问题，历
时5年，投入资金185亿元，累计完成74个村
级公路网化示范县创建；深入开展交通精准

扶贫行动，解决区域“一起走”问题，千村
公路扶贫专项行动、交通精准扶贫、省派第
一书记扶贫、黄河滩区迁建公路扶贫等一系
列行动，累计投入资金48 . 3亿元，完成1万
多个村交通扶贫工作任务；因地制宜开展
“户户通”活动，解决户前“一米路”问
题，全省已有1 4市开展了村内次街小巷硬
化，累计投入153亿多元；切实提高建设标
准，解决建设水平“一盘棋”问题，我省要
求所有农村公路不得低于四级路标准，一般
采用双车道，单车道必须按规定设置错车平
台，交通安全、绿化、排水、客货运输等配
套设施必须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投入
使用。

青州市农村公路管理局王府管养中心
主任蔡治亭和他的3个同事行驶在五文路
上。这条路，他已跑了11个年头。

蔡治亭告诉我们，这几天连续降雨让
他很担心路面情况，必须加强巡视力度。
他对这条路再熟悉不过，哪里容易出现问
题都非常清楚。“你看，这儿就有问题，
路面有凹槽，积水了。”说着，他把车停
在路边，放置好安全警示标志，然后拿出
智能手持终端，打开公路管理系统，进入
公路日常巡查界面，登入账户，输入道路
名称，点击日常巡查上报，填好问题描
述，选择好巡查人员，然后拍照上传照
片，一气呵成……这时，指挥中心电脑上
和负责人张雪莲的手机上同时出现了路况
待处理信息的提示。她马上根据上传的图
片和问题描述给出处理意见，安排人员进
行处理。以往需要1个小时的处理流程，
现在仅仅5分钟就能完成。

这就是青州的交通信息服务平台。青
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王志武向我们介

绍，今年以来，青州市交通运输局以开展
“智慧交通”建设为契机，建成青州市公
路管理系统，逐步形成了“一个核心指
挥，两个科室配合，五个中心管理”的系
统化格局，全市281 . 2公里的县乡道路管养
工作步入信息化轨道。具体工作中，指挥
中心统一指挥调度，养护科和路政科负责
协同配合，下属的5个管养中心具体负责
路政管理养护。在例行巡查过程中，发现
道路损毁和公路占用等违法情况，第一时
间通过手持智能终端记录违法情况，并进
行拍照上传，实现地图锚点显示，根据违
法类别报送指挥中心。指挥中心通过后台
系统收到信息后，及时安排处理。在处
理完成后通知管养中心人员对修复情况
进行验收，并报送指挥中心确认办结。
通过公路管理系统，整个工作全程一一
记录在案，形成了第一时间发现问题、
第一时间处置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的闭环管理链条。自1月份投入运行至
今，系统共处理养护信息351条，工作处

置效率大幅提升。
在农村公路管理方面，我省通过完善

“五个体系”，为农村公路可持续发展提
供基础保障。建立健全五级管理体系，全
省形成了“省、市两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行业监管，县级政府为责任主体，乡镇和
村委会积极参与”的五级管理体制；建立
健全法规制度体系，省人大先后出台了
《山东省农村公路条例》《山东省公路路
政条例》等地方法规，省交通运输厅出台
了《山东省农村公路规范化管理办法》等
18个规范性文件或规章制度，德州、枣庄
等14市制定出台了地方性法规或规范性文
件，其中济南市在全国率先出台《济南市
农村公路条例》；建立健全多元筹融资体
系，全省逐渐探索形成了财政投入、贷款
融资、社会捐助、群众筹集、市场运作等
多渠道筹集资金的路子；建立健全考核奖
惩体系，把行业行为上升至政府行为；建
立健全智能化管理体系，实现了农村公路
全过程智能监管。

解决“五个一”问题，全面建设好农村公路———

进村路打开下刘家村脱贫致富门

完善“五个体系”，全面管理好农村公路———

路况处理1个小时变5分钟

6 4 . 5公里环山道路、1 6 . 2公里朱乔
路……伴随着“户户通”工程的实施，诸
城市农村公路网日渐成形，公路里程数快
速增长。但农村公路等级低，超重超载现
象时有发生，导致农村公路使用寿命低，
管护难度及管护工作量加大。如何让农村
公路更好地发挥作用？如何服务好村民生
产生活？实际工作中的诸多困难，使诸城
市交通运输局面临巨大考验。为此，诸城
市从市场上寻找答案，2012年开始，在农
村公路养护方式上改革创新，探索市场化
养护模式。

“农村公路管护市场化，有助于提高
道路养护的质量和效率，并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道路养护费用，节约资金，有效缓解
现阶段道路养护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从
而促进道路养护事业健康发展。”诸城市
交通运输局市乡公路管理处养护科科长朱
波介绍道，诸城市采用市场招投标的方
式，由县乡及财政各出一部分资金，用于
养护资金的支付。同时，为了保证中标公
司能够高标准完成养护工作，2012年，诸
城交通运输局制定了《诸城市农村公路建
设养护管理暂行办法》，并于2014年进行
了修订完善，将全市所有农村公路统一纳

入管养范围，全面推向市场进行养护管
理，按照相关程序进行养护工程招投标确
定养护单位，提升了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
作的专业化水平。

“为使养护资金落实到位，我们还
制定了十几项评定标准，只有评定合格
率达到80%以上，养护公司才能全额获得
养护资金。”朱波表示，前期规定中标
单位的养护期限为3年，但通过实际调研
后发现，3年的养护期对农村公路的中修
工程带来了隐患，为此，2015开始，他们
将中标单位的养护期从3年变更为5年。
由3年到5年的探索及转变，对养护公司
的工作安排及交通运输局的监管都起到
促进作用。

朱波说：“以前，我们交通管理部门
自己负责养护，自己负责审核把关，既当
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现在，我们把养护
工作推向市场，让市场中的企业去当运动
员，我们交通运输局市乡公路管理处专心
扮演好裁判员的角色，发挥好监管作用，
既明确了权责关系，也确实保证了养护质
量。”

也正是因为这种勇于创新、敢于探索
的精神，诸城市交通运输局先后被省交通

运输厅授予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先进集体荣
誉称号，被交通运输部授予全国农村公路
养护与管理先进集体和全国交通运输行业
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通过强化养护“五个关键”，我省为
构建农村公路长效机制提供坚实保障。探
索形成编制规划、专项检测、科学计划、
规范实施、综合验收“五步走”养护机
制；积极推广多样化养护模式，全省探索
形成了政府主导、公司运营、物业管理和
市场运作四种模式；全力加强管养基层队
伍建设，按照县道、乡道、村道每公里至
少安排养路员0 . 7人、0 . 4人、0 . 25人的原则
进行配备，全省养护员总人数已经突破7
万人；全面抓好农村公路安全监管，全省
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累计完成投资
46亿元，完成县、乡公路安全隐患路段整
治2 . 95万公里，比国家目标要求提前4年完
成任务，全省县道、乡道的道路交通安全
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与往年相
比分别下降10 . 55%、10 . 78%和10 . 57%；深
入开展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全省累计完成
投资24亿元，农村公路沿线路域环境全面
改观，绿化体量大幅增加，一批美丽乡村
路、绿色乡村路应运而生。

强化“五个关键”，全面养护好农村公路———

市场化助力运动员转身裁判员

文三线栖霞东段，新“十八盘”美如画

农村公路成为自行车骑友的“最爱”

建设中的农村公路

兰陵县循环样板路岳下线

风景如画的临沂文泗公路

济济南南农农村村公公路路——彩彩西西路路

临沂沂蒙公路

宽广平坦的乡村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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