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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杨 辉

□ 本报记者 吴荣欣 常青
本报通讯员 李丰军

“当时全靠这个护栏救了咱的命，现
在撞坏了咱不能不赔。”不久前，蒙阴县
驾驶员赵传朋驾驶一辆满载货物的大车，
途经蒙阴县坦常公路1K+750M处（该处有
一处弯道，转弯后是一段下坡路段）时，
由于路况不熟、操作不当，致使车辆撞向
路侧防撞护栏，结果损坏护栏20余米、沥
青路面24 . 8平方米、交通标志一套等，所
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车辆最终止于路
侧。事故发生后，赵传朋的一句话，感动
了在场的蒙阴县交通运输局路政科的工作
人员。

蒙阴县地处沂蒙山区腹地，自古以来
交通闭塞，旧县志记载：“四塞之固，舟
车不通，土货不出，外货不入”。赵传朋
对家乡的出行难记忆深刻，也正因为如
此，他选择当一名货车司机，把家乡与外
界连接起来。

近年来，蒙阴人民充分发扬艰苦奋斗
的精神，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全县道路
交通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等
级硬化公路通车总里程已达2774公里，其
中农村公路2540公里，占通车总里程的
91%，百平方公里公路密度172公里，居全
省山区县前列。路修好了，赵传朋跑起车

来更方便了。
但让赵传朋感到担心的一点是，蒙阴

的农村公路与平原地区不同，山多弯多，
行驶安全性堪忧。对此，蒙阴县交通运输
局相关负责人说：“蒙阴农村公路陡坡、
急弯、临水、临崖路段，还有中小学校门
口、穿村路，都存在交通安全隐患。”

为了更好地保障路面交通安全、农村
公路驾乘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我省2015
年至2016年实施的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
工程，为这些交通安全隐患路段安装上了
“安全带”。蒙阴县交通运输局在此次工
程中共排查整治农村公路212条、965处隐
患点，建设了农村公路监控设备，事故多
发路段、重要的公路设施、限高限宽装置
等，全部安装高清监控探头，与公安“天
网”资源共享，建起了一个以数据为依托
的交通运输管理指挥中心。

“现在农村公路的护栏、减速带、黄
闪灯等安保设施一样不少，在路上行驶很
有安全感。”赵传朋对身边悄然发生的变
化感到欣喜。

谈及那次交通事故，赵传朋表示，事
故发生后，他仔细查看了周围环境，感到
十分后怕：“当时从车上下来一看吓了一
跳，路侧是一个陡坡，路边的沟深达10
米，要不是这里安装了护栏挡住了车，车
就翻沟里去了。”眼看护栏被撞坏了一大

段，赵传朋不但没有推卸责任，反而主动
联系到了蒙阴县交通运输局路政科，提出
要赔偿损失。

后经路政科人员现场查勘，专业机构
估测，根据《山东省公路及其附属设施损
坏占用收费规定》，核算赔偿25508 . 6元。
赵传朋没有异议，迅速作出了赔偿。事故
损坏路段也很快得到修复。

“把这一段损坏的护栏修复起来，也
是为了保障其他人以后走到这个地方的时
候安全。”赵传朋说。

□ 本报记者 陈昕路 吴荣欣
本报通讯员 刘 胜 董路平

威海位于山东半岛的最东端，以前
提起威海，总有种交通末梢的感觉。近
年来，随着青荣城际铁路建成通车，威
海港客运中心搬迁工程完工，威海港新
港区航道扩建完成，轨道交通加快推
进，中欧班列顺利开通，威海市着力构
建的陆海空综合运输网络体系快速形
成，威海交通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
化，朝着东北亚海上航运中转枢纽大步
迈进。

“我们威海交通发展发扬的是一种
动车精神，动车组是每一个车组都有动
力，我们也要像动车组一样，切实发挥
每一个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努力做到人
人有动力，我们才能高速发展！”威海
交通运输局局长刘树伟说，正是在这种
动车精神的引领下，威海在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构建、打造“四好农村路”、城
乡公交一体化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
绩。

构建陆海空综合网络

引领城市发展
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官，威海市

提出了“交通引领经济发展”“交通引
领城市发展”的理念。据测算，由威海
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客货运输、运输服
务所衍生的交通经济约占全市GDP的
20%—30%，从事交通运输业及相关产业
的劳动力，占全市劳动力总数的10%左
右。

近年来，威海市大力加强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大力提升交通运输服务水
平，进一步贯通大路网、畅通大港航、
联通大枢纽、融通大公交。“十三五”
期间，计划投资200多亿元，重点实施文
莱高速威海段、南海港5万吨级航道工
程、威海港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综合服
务中心等29个大项目建设，更好地引领
支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今年重点推进
实施了23个大项目建设，已完成投资10
亿元。

《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规划》发布
后，威海市认真研究贯彻，充分发挥交
通的综合化、快速化、网络化作用，推
动威海市加快驶入大城市发展轨道。在
城市对外发展上，大力构建陆海空综合
运输网络体系，在城市对内发展上，大

力构建轨道交通+公交+出租客运网络体
系。到2020年，将基本实现“对外交通
结构合理化、内部交通便捷化、城乡客
运一体化、货运物流现代化、运输服务
高效化”；逐步构筑市域1小时城市生活
圈、胶东半岛2小时经济圈、环渤海经济
区8小时联动发展圈。

打造“温馨农路”，

推动农村公路转型升级
近几年，威海市政府始终把建设好

“四好农村路”作为全市中心工作中的
重要一环。

刘树伟介绍，威海市政府不断加大
财政投入力度，建立起政府主导、部门
联动、企业参与、齐抓共管的“四好农
村路”发展长效工作机制。比如：在资
金筹措上，各区市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
力度。“十二五”以来，荣成市、乳山
市每年投入农村公路建设、大中修工程
等资金均在1亿元以上，仅2017年一年，
乳山市就安排建设资金2 . 5亿元，切实保
障了农村公路建设资金需求。

据了解，威海市对优化路网结构品
质非常重视，立足提升农村公路通达深
度和通行品质，大力实施路面升级改造
工程，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延伸联网工程
建设，真正构筑起结构合理、功能完
善、四通八达的农村公路网络。近年
来，全市完成农村公路改造升级2500余
公里，三级以上农村公路占比38%，县

乡公路中三级以上公路占比67%。
“温馨农路”是威海市建设“四好

农村路”的全新理念，他们投资800万
元，按照国省道标准安装设置县乡道路
网信息标志2644个，能够显示路名、地
名、方位等公路常用信息，为群众下乡
出行提供了很大便利。围绕打造农村公
路“亮化工程”，临港区投资2000万
元，点亮170公里农村公路，设置路灯
2693盏，夜均运行5小时，运行经费由当
地财政负责每年列支200万元。逐渐将安
全生命防护工程下沉至村道，突出整治
高危路段，投资700万元，完成151公里
村道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改善营运条件，

推进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造
威海市大力实施城乡公交一体化改

造，先后完成市区小公共汽车退市、短
途农村客运公司化改造、城郊公交改制
等工作，全市共完成563辆县内班线客
车、148辆县际班线客车和438辆公交车
集约化改造。目前仅剩不到10个行政村
未开通城乡公交，力争到2020年前全部
完成开通任务，实现全市城乡公交100%
覆盖。

积极探索实行“互联网+农村公路”
运营模式，引导交通公共基础设施向农
村延伸，交通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荣
成市大力实施“互联网+城乡公交”战略
和“互联网+农村物流”战略，推行电子

商务“千店计划”，通过大数据为城乡
居民出行和网店营销提供精准服务，全
市已形成“交通引导、部门协同、公司
运作、网络运营”的农村物流模式，已
累计开展电商培训60场次，培训8200人
次，涉及农网商600余家，有效促进了农
副产品的集聚，增加了农民收入，带动
了社会就业和服务业的增长。

立足打造“人在路中走，路在画中
游”路域环境，加快推进农村公路绿化
景观建设，近三年来，每年投资5000多
万元，绿化升级改造农村公路600多公
里，栽植法桐、白蜡、樱花、紫叶李等
苗木20万余棵，县道、乡道、村道单项
绿化率指标达到90%，基本实现了农村
公路路田分家、路宅分家、畅洁绿美。

威海市紧紧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大局，大力推进
农村公路的规范发展、协调发展、安
全发展和引领发展，全力构建畅通、
绿色、文明的农村公路网络体系，全
面提升农村公路品质化发展水平，全
市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5779公里，全
部行政村（除岛屿）路面硬化率达到
100%，农村公路优良路率达到82%，
农村公路列养率达到100%，通城乡公
交车比率达到96%，威海市交通运输局
被交通运输部评为“全国农村公路管
理养护先进集体”，荣成市被评为全
国全省首批“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还荣获了全国首批城乡交通运输一体
化示范县荣誉称号。

□记 者 吴荣欣 常青
通讯员 武晓川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从10月29日零时起，民航山东空管分局停
止执行2017年夏秋季航班，开始执行2017/2018年冬春季航
班。冬春航季将到2018年3月24日结束，历时21周，共计147
天，民航山东空管分局将保障超过30家航空公司在济南机场
将近50000架次的起降。

换季后航班总量由537个增长为552个，环比增长3%。合
并掉重复计算的航班，济南机场每周起降航班接近2400架
次，平均每天340架次左右。冬春航季增加了南去的航班，到
三亚的航班达到每天6班，去往东北的航班数量基本没有变
化。换季后济南起飞去往最多的城市是长沙，平均一天11
班；其次是成都、重庆、昆明、厦门和哈尔滨，平均一天9
班；排名第三的是广州和深圳，平均一天8班。换季后起飞最
早的航班是济南飞重庆的山东航空公司SC1193航班，早上7点
起飞。

据了解，西藏航空公司申请开飞的济南—赫尔辛基往返
客运航线已经在民航局网站公示，有望在2018年3月开通。国
际航线祥鹏航空公司开通了济南—巴厘岛航线；泰国新时代
航空公司恢复了济南—泰国甲米航班；虎航的济南—新加坡
航线由包机转为正班。国内航线新通航的城市有包头、洛
阳、惠州、南通、齐齐哈尔、鄂尔多斯/伊金霍洛、赣州/黄
金、遵义/茅台、南充/南坪、白山/长白山等。省内航线上一
航季北部湾航空公司开通的济南—日照航线实际执行率高达
93 . 47%，新航季每周增加8班的班次量。

□石帅 陈颖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作为淄博市博山区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承

载地，今年以来，石马镇坚持“规划先行，交通优先”的发
展战略，以五阳湖国家湿地公园建设为中心，以打造运动休
闲特色小镇为目标，凝聚改革合力，不断完善道路交通基础
设施，为争当文旅建设排头兵提供了有力的交通保障。

科学规划建设，道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该镇投资8000
余万元，完成五阳湖路、蛟石路、博石路、北石路的修建改
造，不断完善五阳湖国家湿地公园基础设施，抓好五阳湖马
拉松比赛的场地、赛道等配套设施建设，为成功承办各项赛
事奠定基础。先后建成六公里的环五阳湖体育休闲绿道和两
条十公里的沿山、沿水步道。同时，淄博市首条彩色沥青旅
游慢道已经开始建设，建成后将满足更多游客的旅游观光体
验。

该镇依托便利的交通条件、优美的生态环境、丰富的人
文景观积极发展生态特色乡村旅游，以农家乐、自助采摘为
代表的乡村旅游魅力十足，吸引了众多市民到农村一览田园
美景、采摘瓜果蔬菜、品尝农家美食，让当地百姓都收到了
实实在在的效益，解决了部分贫困家庭增收困难等问题。通
过创新交通发展，一方面促进了以旅游为主的支柱产业突飞
猛进，促进了乡村旅游发展；另一方面也带动了乡村农业、
工业等其他产业发展，同时也使得辖区群众生活更方便，为
贫困村脱贫致富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城乡均衡发展。

□记 者 陈昕路
通讯员 张守军 报道

本报日照讯 今年以来，日照市公路
局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以开展“管理
规范提升年”活动为统领，实施公路重点
项目10个，计划完成投资45 . 5亿元。针对
项目多、投资总额大、任务繁重等实际，
日照市公路局在建设过程中，通过实施
“一个项目、一个领导、一抓到底”的责
任制，“日报告、周调度、月督察”和现

场办公等方式，持续加快项目建设提质增
速。截至目前，总投资4 . 4亿元的机场高速
公路，目前已完成2 . 87亿元，占总投资计
划的65 . 2%，计划年底完成主体建设。

在保证质量安全的同时，日照市公路
局通过加强对原材料的控制力度，确保了
222省道日照潍坊界至西湖段改建工程、
206国道烟汕线日照段改建工程、机场高速
年底完成主体建设；204国道烟上线日照段
绕城改建工程、313省道莒县段绕城改建工

程完成年度计划目标。在此基础上，按照
“开工一批、立项一批、规划一批、储备
一批”的思路，该局积极争取上级政策支
持，加快完成了220省道疏港路西延、314
省道日照段改建前期工作，力争年内完成
前期审批立项工作，并争取同步完成融资
准备工作。

为了加快“智慧公路”平台建设，结合日
照市公路工作实际，该局进行了部分硬件设
施的建设。围绕构建集服务、养护、应急
“三位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区，加快了206
国道、222省道4处服务区的建设与运营，全
面提升了公路的整体服务水平。

赵传朋：救命护栏，撞坏了怎能不赔

威海：打造交通发展升级的“动车组”

山东空管分局

开始执行冬春季航班
济南去往长沙的航班最多

淄博市博山区石马镇———

完善交通基础设施

助力文旅发展

日照公路重点项目建设提质增速

【开栏的话】
交通运输在经济社会

发展中具有先导性、基础
性、战略性功能，同时也
具有服务性功能属性。近
年来，我省交通运输行业
实施的公路安全生命防护
工程、服务区提升、城乡
公交一体化、农村公路网
化示范县、公交优先发展
等民生工程，直接服务广
大人民群众，深受人民群
众认可、支持。从本期开
始，本报推出《我的交通
故事》栏目，讲述普通百
姓的交通故事，晒晒他们
在交通发展中的获得感。
敬请关注。

为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快速发展要求，全面提升公路安全水平，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公路安
全生命防护工程在全国实施。

自2015年工程实施到2016年底，我省
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累计投资46亿
元，完成2 . 953万公里县乡道安全隐患治
理，比国家要求提前四年。全省普通国省
干线公路累计投资420亿元，完成6207公里
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隐患路段治理，开工建
设穿城路瓶颈路改造、危桥改造等项目超
过300个，计划至2020年底，新改建穿城
路、瓶颈路里程2840公里。

■新闻链接

□记 者 戚加绚
通讯员 李志强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0月24日，记者从济南轨道交通集团获
悉，济南轨道交通R1线演马庄西站主体结构于当天顺利封
顶，相对于计划节点工期提前8天，为R1线早日通车运营奠定
了坚实基础。

据介绍，这次封顶的演马庄西站，位于齐鲁大道与聊城
路、青岛路交口之间，南北向布置，为R1线一期工程终点
站。演马庄西站结构形式为地下两层11m单柱双跨岛式车站，
总长359 . 6m，标准段总宽19 . 7m，总建筑面积18796㎡。

该车站中心里程顶板覆土约2 . 5m，车站两端各设一端头
井(用于盾构机始发和接收用)，端头井内净平面尺寸为22 . 4m
×13m，车站盾构井段底板埋深18 . 2m，标准段底板埋深
16 . 5m。据施工单位相关负责人介绍，演马庄西站建设施工运
用了降水回灌、深基坑大尺寸预制叠合结构、预应力叠合
板、囊式锚索等多项新工法、先进设施，部分新工艺为国内
首次用于地铁车站。

济南轨道交通R1线

演马庄西站主体结构封顶

□张剑 报道
重阳节前，山东交通技师学院组织离退休党员赴兰陵国

家农业公园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大家表示，通过活动收益良
多，要保持“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党”的思想觉悟，为学
院发展贡献力量。

▲新修建的威海农村公路

更多交通资讯
请关注山东交通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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