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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昕路 吴荣欣
本报通讯员 赵秀来

东营市处于京津冀城市群与山东半岛蓝
色经济区的枢纽位置，是黄河三角洲中心城
市和环渤海重要节点城市。近年来，东营市
高度重视交通事业发展，不断提速铁路公路
建设大力推进港区以及重要民机试飞基地建
设，对内对外交通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初
步形成了集铁路、公路、水路、民航为一体
的立体化交通网络。

铁路公路建设提速

交通战略地位提升
“铁路公路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

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是国民经济发展
的大动脉，其中，铁路还兼具安全、经济、
便民、全天候运输等特点。要想提高东营市
的交通战略地位，铁路公路建设自然成为不
能回避的话题。”东营交通运输局局长宋迎
章介绍说。

东营目前境内已建成3条铁路，分别是

德大铁路、寿平铁路和淄东铁路，线路总长
111公里。在建的有2条铁路，分别是黄大铁
路、东营港疏港铁路。其中，黄大铁路是我
省北部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计划明年竣工
通车。东营港疏港铁路是山东省重点建设项
目，即将开工建设，2019年建成。建成后，
可使东营港与全国铁路网相连，提高东营港
内输外送能力。

同时，东营正在积极推进天津—东
营—潍坊高铁、济南—东营城际铁路，目
前，天津—东营—潍坊高铁已上升为国家
规划，被列为环渤海快速铁路和沿海通
道、京沪通道三大铁路通道的重要节点，
中国铁路总公司已全面启动天津—东营—
潍坊高铁项目前期工作，年内将完成预可
研报告审查，明年具备条件后争取全线开
工建设。该段高铁建成后，将极大的提升
东营的战略地位。

在公路建设方面，东营市境内现有荣
乌、长深、济东和东营港疏港高速4条高
速公路，以及东营—深圳、东营港—子
长、沾化—青州3条国道。截至2 0 1 6年
底，全市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9098 . 24公
里。

目前，东营正在加快推进4条骨干道路
建设。长深高速高青至广饶段目前已全面开
工，计划2019年建成通车。长深高速西延至
济南机场项目已列入山东省“十三五”发展
规划，近期开展前期工作。环渤海高等级公
路贯穿东营市东部和北部沿海，一级公路标

准，目前项目工可报告已通过省交通运输厅
审查。河广大道项目（河口—广饶）贯穿东
营南北，一级公路标准，估算总投资86亿
元。

大力推进港区建设

实现错位高速发展
东营是我国著名的石油城，东营港是我

省地区性重要港口，是国家一类开放口岸。
东营市重点推进以液体化工码头为主的东营
港区和以通用码头为主的广利港区建设，特
别是牢牢把握液体化工发展定位，大力推进
东营港区建设，与周边的青岛港、烟台港、
黄骅港等实现错位高速发展。

目前，东营港区已建成泊位56个，其中
液体化工码头32个，最大靠泊能力5万吨
级，港口货物吞吐能力突破5000万吨。坚持
港区一体化发展，通过港口带动了开发区发
展，2016年东营港开发区规模以上工业主营
业务收入同比增长8 4 . 8%，进出口增长
515%。

目前，东营港区10万吨级航道建设正在
加快推进，计划2018年完工，同时，积极推
进实施25万吨及30万吨级单点系泊原油码
头、广利港通用码头一期工程、小清河复航
工程等一批重大港口项目建设。“十三五”
期间，东营港持续保持高速发展态势，具有
液体化工品、集装箱、件杂货、普通散货、
滚装客货运输功能的一批大型深水泊位将建

成投产，计划到“十三五”末，将东营港建
成亿吨大港。

近日，记者来到正在建设中的东营广利
港现场，远处的挖泥船正在清理航道，码头
上的设备也正在安装调试之中。据了解，围
绕广利港开港通航及疏港体系完善，共实施
工程项目11大项，总投资36亿元。港口主体
工程中，实施了5126米长的防波堤延伸，
9900米长的南防波挡沙堤，25 . 6公里长的
航道，6个5000吨级通用码头一期，总建筑
面积1 . 67万平方米的辅建区工程，以及陆
域形成工程。

建设“三高”

重要民机试飞基地
东营胜利机场被国务院定位为黄河三角

洲区域中心空港，现有通达北京、上海、西
安、成都、深圳等13个城市的航线，今年旅
客吞吐量或将突破50万人次。2012年以来，
东营市加强与中国商飞公司合作，建设高标
准、高技术、高效率的重要民用飞机试飞基
地，试飞基地一期工程已建成投用，二期工
程将于年内开工，机场跑道延长工程即将建
成投用。下一步，将推动民航管理体制改
革，做大做强机场集团，加强与中国商飞公
司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战略合作，建设高
标准、高技术、高效率的重要民机试飞基
地，着力打造空港产业园。计划到2020年，
旅客吞吐量突破100万人次。

□记 者 常青 吴荣欣
实习生 修承前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1月3日，交通运输部路
网中心组织召开了2017年度全国公路交通出
行服务工作会议。会议发布的全国公路出行
服务产品行业影响力排名榜单中，山东高速
集团电子收费中心、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分别荣获“全国公路出行服务产品综合影响
力排名榜TOP10”第一名、第二名；山东高速
集团“高速ETC”、“e高速”客户端分别荣获

“全国公路出行服务产品移动客户端影响力
排名榜TOP10”第一名、第三名。在会上
举行的“中国公路出行信息服务联盟”启动
仪式上，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山东省
唯一、全国首批联盟成员单位并获得授牌。

据了解，针对公共出行服务，山东高速
集团近几年重点建设了“山东高速出行服

务”官方微博，“高速ETC”、“山东高速
出行信息”微信公众号，“高速ETC一站
通”支付宝服务窗等服务平台。面对货车和
客车用户个性化的需求，陆续推出“高速
ETC”和“e高速”客户端，“96659”
“95011”全国服务热线7×24小时响应客户
服务需求等新举措，提高了客户服务效率，
实现了移动互联服务渠道的全面覆盖。

在业务和服务创新方面，山东高速集团
全国率先实现ETC手机充值和OBU互联网
发行，打破了传统服务模式地域上的限制，
在不设省外实体网点的情况下，将业务范围
拓展到了全国。此外，山东高速集团积极与
支付宝、微信等互联网公司合作，一年间为
全国8万余车主提供了OBU互联网发行安装
服务，省去车主到网点办理ETC的麻烦。目
前，“高速ETC”作为山东高速ETC业务的

服务窗口，可以为客户提供移动ETC充值、
货源搜索、路况查询等服务，用户达160
万，实时路况数据覆盖全国20多个省份，是
商务部支持的全国“十大物流信息平台”。
“e高速”客户端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支
持下，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已覆盖全省高速公
路路况信息，接入视频监控1681路，实现了事
故、拥堵、封闭、施工等事件的智能化处理和
实时信息发布，用户达71 . 5万，被省政府列
入山东省“互联网+”行动计划，荣获国家
发改委中国“互联网+”行动百佳实践。

除为客户提供综合出行信息服务外，山
东高速集团还自主研发了扫码支付、无感支
付、移动不停车支付等创新产品，植入“e
高速”出行服务平台，把出行信息和通行缴
费有效融合，实现了“互联网+高速公路”
的服务模式。

□ 本报记者 吴荣欣 常青
实习生 修承前

想象中的混凝土拌合站，一定是尘土飞
扬、遍地泥泞的场景。近日，记者走进位于
莒南县的中交四公局鲁南高铁项目部混凝土
拌合站，首先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幕绿色美景：
绿草茵茵的小山上，树木错落有致，木质台阶
直通山顶。只有那块牌子会告诉你，此处非公
园，而是复耕土存放处。

鲁南高速铁路横贯山东省南部，工程建
设中如何保护好环境，尽力减少对耕地的伤
害，是鲁南高铁各参建单位重点考虑的问题
之一。

鲁南高铁采取分段建设模式，日临段开

工比临曲段晚了半年，要实现与临曲段同步
竣工，日临段各施工单位“抢进度”压力巨
大。中交四公局项目部进场以来，并没有在
追求形象进度、降本增效中图省事，而是针
对当地表层沃土弥足珍贵的实际，坚持“建
设与保护”同步的施工理念，千方百计做好
复耕土保护工作。该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
宁给自己添麻烦，也努力做好耕地保护工
作。

建设莒南拌合站时，需要临时征用土地
37 . 65亩，如果“胡子眉毛一块抓”，表层
“熟土”与深层“生土”混在一起，这块土
地需要几十年才能恢复。尽管施工进度要求
十分紧迫，但项目部立足当下，思虑长远，
在平地建场时，精心逐层地取出相应土层，

将深层的“生土”用于工程建设，把7000余
立方米“熟土”剥离出来堆放一旁进行集中
保管。

为保护好复耕土，项目部干部职工还琢
磨出个好主意——— 建一个小山公园。他们一
齐动手，植草栽树，制作台阶，几天功夫，
一座花园小山就建成了，不仅减少了堆土扬
尘，又美化了环境。

鲁南高铁日临段、临曲段建设共需临时
征用土地3400余亩。项目开工以来，各参建
单位坚持以环境保护为已任，不以善小而不
为，干眼前工程，思长远大计，依法依规保
护复耕土，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交口称
赞，也为今后工程建设中做好耕地保护工作
积累了经验。

□记者 常青 吴荣欣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截至

今年10月底，全省交通运输固定资产完成投资726亿余元，
同比增长16%，提前完成年度任务。

其中，在高速公路方面，全省共完成投资275 . 2亿元，
同比增长31%，完成年度任务目标的86%。在提升路网整体
服务功能方面，我省加快国省道穿城路段改造及安全整治
提升、瓶颈路段改造，打通断头路、畅通拥堵段，普通国
省道路网改造共完成投资188 . 3亿元。与此同时，大力实施
第三批42个村级公路网化示范县建设，农村公路共完成投
资133 . 4亿元。在港航建设投资方面，青岛海业摩科瑞油品
罐区工程、前湾港区迪拜环球码头工程、烟台港西港区30
万吨级航道工程等港航项目完成投资91 . 2亿元，与去年基
本持平。在场站建设方面，南传化泉胜公路港项目一期、
菏泽铁路物流中心、日照市奎山综合客运站及配套工程等
场站项目共完成投资38 . 3亿元，同比增长11%。

□通讯员 魏然 记者 吴荣欣 报道
本报菏泽讯 日前，记者从菏泽市交通运输局获悉，

今年菏泽市新改建农村公路4511公里，完成投资30 . 5亿
元；实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1869公里，完成投资
2 . 1亿元，提前、超额完成市政府确定的目标任务。

今年以来，菏泽市交通运输系统上下齐心、真抓实
干，努力克服原材料涨价导致的成本上涨以及贷款资金不
到位造成的资金紧张等不利因素影响，抓开工、抓进度，
保质量、保安全，提前、超额完成市政府年初确定的“建
设农村公路4500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1800公里”的目标任务。

□记者 胡勤伟 通讯员 陈得印 夏动全 报道
本报嘉祥讯 近日，嘉祥县农村公路路网提升及S319

临鄄线改建工程PPP项目签约仪式在嘉祥县交通运输局举
行。该项目是济宁市首个在农村公路建设上利用“PPP”融
资的项目。

嘉祥县农村公路路网提升及S319临鄄线改建工程PPP项
目是嘉祥县2017年度重点建设工程之一，也是该县为民所办
“十件实事”之一。该项目包含嘉祥县农村公路路网提升工
程和S319临鄄线嘉祥段改建工程2个子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18 . 99亿元，通过“PPP”融资16 . 7亿元。其中：嘉祥县农
村公路路网提升工程，计划用2017、2018两年的时间把全县
县乡道路进行升级改造，全部按7米标准进行建设，包含111
条公路，长度547 . 92公里，项目投资11 . 19亿元；S319临鄄
线嘉祥城区至嘉祥郓城界段改建工程，起点机场路嘉祥街道
徐庄路口，止点嘉祥黄垓镇郓城界，按照一级公路标准建
设，长度40 . 5公里，项目投资7 . 8亿元，2017年10月开工，
2019年9月竣工。该项目的实施对于完善嘉祥交通网络格
局，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小城镇辐射功能，提升农村公
路综合服务水平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宋晓云 高亚男 报道
本报邹平讯 10月18日一大早，邹平县魏桥镇孔家村

不少村民在路边的临时停靠点等候公交车，“政府考虑得
真是周到啊，公交车直接通到咱家门口了，以后坐车可方
便了，还免费，对咱老百姓来说真是一件大好事啊。”孔
家村张大爷乐呵呵地说。

据了解，魏桥镇投入一千余万元建成的8条全免费三级
公交于10月16日开始试运行，这标志着城乡公交网络在魏
桥镇实现了全覆盖，82个行政村的村民都能享受到三级公
交带来的便利。同时，该镇三级公交实施全面免费政策。
魏桥镇将在运营阶段积极收集群众意见，并根据群众意见
对公交线路、运营时间等进行调整，力求在保证优质服务
的前提下，切实实现“村村通”，让老百姓出行不再是难
题。

东营构筑立体化交通网

山东高速多个公路出行服务产品获奖
打响“山东高速”出行服务品牌

鲁南高铁在项目建设中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宁给自己添麻烦也要保护好耕地

全省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
提前完成年度任务

菏泽农村公路建设全面报捷
新改建农村公路4511公里

济宁市首个农村公路
“PPP”项目签约

魏桥镇82个行政村
开通免费公交

□周萍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笔者走进淄博市博山开发区域城

镇石门景区，沿盘山公路而上，弯虽多却路面平整，两车
相会也能顺利通过。一路上行至夹山村，即可从山的另一
面下来，石门景区的道路已然环成一个圈。这是博山开发
区域城镇乘借改革之风，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科学规
划辖区路网，促进辖区文旅发展的缩影。

道路建设好了，就是打开了景区的大门，域城镇与石
门景区通过改善路面、拓宽路基等措施提升景区通行能
力，修建观景台、停车休息区满足游客通行需求，安装凸
面镜、路灯、设防护栏保障通行安全。由此吸引了大批游
客前来，在“红叶观赏期”期间，该景区吸引游客5000余
人次，未出现拥堵现象。

“路好走了，周末带孩子来体验生活、登山健身、休
闲娱乐的家庭也变得越来越多。今年，我们村的扶贫项目
通过验收，村里不光有农家乐，还配套建了特色旅游饭
店，游客不仅能来玩，还能吃、能住，走的时候也带一些
山楂、核桃、小米等纯天然山货，村里的百姓又多一份收
入。”域城镇东流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涛介
绍。据了解，近年来，域城镇对石门、岭西两大景区长达
30公里的路面进行了改造提升，28个景区村均有受益。下
一步，域城镇将不断加大改革力度，将辖区道路、旅游、
扶贫和产业相互结合起来，以基础设施建设带动辖区全面
发展。

□吴荣欣 陈明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1月10日，2017年山东

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汽车营销
赛项开赛式在山东交通职业学院举行，来
自全省42所院校代表队师生200余人参加了
开赛式。据悉该学院已连续8年承办山东省
职业技能大赛10项比赛，并于2017年6月份
成功举办了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
组）汽车营销赛项。

全省职业院校
（高职组）汽车营销赛
开赛

□韩炯刚 报道
本报临沂讯 2017年全国机械行业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纯电动汽车技术服务大赛于11
月4日在南京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86所职
业院校500多名师生参赛。山东交通技师学
院汽车学院参赛选手申宪程、郁万磊荣获全
国中职组一等奖，指导教师赵利、韩炯刚获
得全国机械行业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优秀指导
教师荣誉称号。

近两年来，山东交通技师学院在新能源
汽车大赛一项项优异成绩的取得，得益于该
院综合水平的提高，也充分彰显了该院在教
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专业结构
优化等方面的成效。

全国机械行业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开赛

山东交通技师学院
斩获一等奖

□记者 陈明 报道
本报齐河讯 11月8日，全省港航系统第

十一届劳动技能竞赛、“山东黄河船厂杯”
2017年山东省“技能兴鲁”职业技能大赛落下
帷幕，来自济南船舶检验局的何恩新和青岛
船舶检验局的王金峰以优异成绩分获河船验
船师、海船验船师项目第一名，并被山东省总
工会授予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

本次全省港航系统劳动技能竞赛全省船
检系统验船师首次汇聚一堂切磋技艺，吸引
了济南、青岛、烟台、威海、济宁、枣庄6
个市近百名验船师报名参与。本次竞赛是对
我省验船职工技能水平的一次全面检验，在
系统内掀起了弘扬工匠精神、学好技能本
领、争做高技能人才的热潮。

全省港航系统第十一届劳动技能竞赛闭幕

“富民兴鲁”
花落济青船检

□魏云丽 徐少敏 王新萍 报道
本报高青讯 11月7日，高青县唐坊镇

联手ofo公司打通基层党建和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试点工作正式启动。此次，该公
司共投放47辆共享单车。

ofo公司淄博城市经理魏茂阁表示，唐
坊镇将成为山东省首家乃至全国为数不多的
ofo共享单车投放试点镇和“ofo共享单车助
力基层服务示范镇”。

“唐坊镇跟ofo公司合作引进共享单车，
包村干部骑着单车从管区进村就方便多了，
效率提高的同时解决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的问题。”唐坊镇党委副书记董宏亮说。

图为唐坊镇干部骑共享单车进村入户
服务群众。

共享单车助力
乡镇工作人员开展基层服务

域城镇：
路网建设促文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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