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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杨 辉

□记者 常青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十年磨一剑，创新结硕

果。4月26日，由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自主研发的2 . 0版沥青路面就地热再
生机组在济南下线，该机组历时10年研发
制造完成，拥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和16项
技术发明专利，多项技术填补国内空白，
为推动我国沥青路面就地热再生设备技术
革新迈出坚实一步。

沥青路面就地热技术主要用于修复沥
青路面网裂、车辙、骨料脱落等病害，能
够实现旧沥青混合料的100%利用，施工速
度快，交通影响小，2—3小时后即可通
行，是公路交通养护的大势所趋。此次下
线的新一代2 . 0版沥青路面就地热再生机
组，是山东高速路桥公司在第一代机组
上，在智能化、集成化等方面升级换代，
其双缸搅拌、智能驾驶等技术的应用在国

内尚属首次。与同类产品相比，可提高生
产效率20％，节省燃料成本30%。

该机组共由两台加热机、两台铣刨
机、一台补热机和一台复拌机组成，配备
全封闭智能驾驶室、整机实时监控系统和
远程控制模块，采用单加热箱体、分层铣
刨、单轴卧式搅拌机、双拌锅设计，能够
根据不同施工要求，实现四种编队组合方
式。与第一代设备相比，两台铣刨机在完
成铣刨功能的同时，增加了耙松、集料、
收料加热等功能。加热系统采用热风循环
和周边回风技术，在减少热量损失的同时
能提高加热效率20%，大大提升了沥青拌和
质量，避免沥青二次老化。物料利用方面
采用沥青发泡和空气雾化技术，沥青与再
生剂喷洒更均匀，裹附更充分，利用率提
高了20%以上。

2010年，山东高速路桥集团成功研制

国内第一套多步法沥青路面就地热再生机
组，一举打破了此类设备只能依赖于进口
的行业垄断，被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山东
省经信委鉴定为整体创新技术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专项技术全过程多步热风加热、
旧路分层铣刨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十余年
来，该机组共累计完成再生施工面积1500
万平方米，折合单车道接近4000公里，节
约石料100多万吨。

作为国内沥青路面再生绿色养护领军
企业，山东高速路桥公司承担着国家公路
交通节能与环保技术及装备交通运输行业
研发中心核心任务，拥有省级创新型研究
单位——— 山东省沥青路面再生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是全国唯一参编交通运输部《公
路沥青路面再生技术细则》的施工企业。
自主研发的就地热再生、厂拌热再生拌、
就地冷再生和厂拌冷再生四大类沥青路面

再生系列产品，在打破国外设备垄断的同
时，完成了再生设备框架体系搭建工作，
掌握了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实
现了制造产业化。目前，就地热再生机组
相继在江苏、浙江、内蒙古、天津、贵
州、福建等全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大面积
推广应用，厂拌热再生拌和楼累计生产再
生混合料30余万吨，间歇式厂拌冷再生拌
和站实现了设备工作单元的高度集成、间
歇式搅拌和环保升级。

此次新一代沥青路面就地热再生机组
的下线，将成为该公司转型升级、撬动市
场、跨越发展的“利器”，不仅对培育国
内再生绿色养护新兴产业，促进传统公路
养护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还为该公司
把握战略机遇，实现技术工艺输出、促进
股权合作，构建绿色养护点面结合大棋局
提供了有力支撑。

□ 本报记者 常 青

在渤海湾上，有一位铁路船长，从驾
驶千吨级的小拖轮、日本的二手船，到万
吨级的豪华客滚船，一直到亚洲第一铁路
轮渡，指挥世界上最先进的铁路客滚渡
船，见证了祖国70年航海事业的飞速发展
变化。30年间，从二副到高级船长，他一
共拿到了10本职务证书，共有12次职务和
船舶等级上的变化。他就是中铁轮渡公司
高级船长王秀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渤海湾两岸的
人们出海，还多靠手摇橹船、渔船、木
质汽轮，岸上的年轻水手扬臂将缆绳抛
出，望着小船悠悠地驶离码头。数十年

过去了，渤海湾两岸风光的变迁，承载
着两岸人们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也悄然
发生着变化。而今，设施一流的万吨级
豪华铁路客滚船，让乘客如履平地，舒适
安全。王秀义亲眼目睹了渤海湾上日夜往
复的艘艘渡船，以摆渡人一如既往的信
念与坚守，为这70年的变迁奇迹，作了
最佳见证。

今年 5 2 岁的王秀义出生在航海世
家，大连航海学院毕业后便开始了三十
年的海上事业。回忆起刚刚上船的经历，
王秀义告诉记者，刚开始，都是千吨的小
船，吨位小，设备落后，生活条件也差，
船舱门一开，汗臭熏人，船长的座位是木
凳子，夏天驾驶室里没有空调，非常炎
热。船上也没有对讲机等通信设备，行驶
在海上靠罗经、声号，基本依赖船长的经
验驾驶。

随着国家强盛、国力增强，航海事业
也不断发展壮大。“我现在驾驶的铁路客
滚渡船属世界一流技术装备、国内最大的
客运滚装渡船，担当的是亚洲最长的铁路

轮渡航线。渡船在国内首次采用全电力吊
舱式推进系统，拥有GPS定位系统、IRS识
别系统、电子海图等助航设备。以前雷达
扫描只能看到一个点，具体是船舶还是浮
标、小岛等不太确定，需要肉眼确认。有
了电子海图后，可以直观看到整个图像，
识别海上移动目标，判断是否对我们的渡
船有安全威胁，”以便及早采取措施，安
全性进一步提高，王秀义感慨地说，自己
的父辈都是驾驶国外淘汰下来的旧轮船，
现在自己指挥着国内自己制造的豪华滚装
船，心里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一名船长，不仅要有丰富的航海
经验和精湛的操作技术，更需要高度的责
任感。为了保证渡船的运行安全，每次开
航前，他都要到火车舱和汽车舱逐一确认
车辆加固情况，轰鸣的机器声，穿过隔音
耳机，还是震耳欲聋，遇到问题，王秀义
便通过手势，与同事们交流。有时他也会
在凌晨两三点，在大家最容易犯困的时
候，来到驾驶台，调节大家的工作状态，
确保航行安全。

工作上，王秀义要求严格；生活上，
王秀义心思细腻。在茫茫的大海上航行，
是寂寞孤独的，没有骄阳下的喧闹繁华，
更没有夜晚的霓虹闪烁，船员们一连在船
上漂泊几个月，工作、生活难免枯燥，尤
其是生病、过节等特殊时段，更是思亲念
家。于是王秀义经常利用靠泊时间，在渡
船上召开船委会，举办联欢会、小型问
答、趣味比赛等小型活动，丰富船员的业
余生活，以缓解船员的思乡之情，增添工
作中的乐趣。

由于船员特殊的工作性质，在大海上
漂泊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是常态。工作
三十年，王秀义没能与家人聚在一起过上
一个完整的年。王秀义说，他喜欢大海，
热爱工作，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天起，他的
命运就和大海系在一起，和轮船系在一
起，和旅客的生命安全系在一起，每当看
到渡船缓缓驶离码头，岸上连连挥手告别
的人群，作为一名船长，他要带领全体船
员保证航行安全，既有自豪感，更感到肩
上的担子无比艰巨。

□记者 吴荣欣 常青 报道
本报临沂讯 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发布《关于公布省级

交通运输行业重点实验室和研发中心的通知》，全省共有3
家重点实验室和12家研发中心通过认定。其中，山东交通技
师学院申报的“汽车振动教学实验室”名列其中，这也是该
学院首个获认定的省级交通运输行业重点实验室。

该实验室团队由山东交通技师学院13名专业技术骨干组
成，自2017年开始筹备建设。在近两年的建设中，已形成了
老、中、青结合、以减振技术为中心的研究团队。“汽车振
动教学实验室”（上图）的建成为提高该学院教师培养高层
次人才提供了科研平台，有利于提高专业教师的科研能力，
为培养学术带头人储备力量。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学院相关
专业学生的理论水平与操作能力，实现了高技能人才的理论
功底与实践能力相结合的综合能力培养。对进一步探索职业
教育培养人才质量新途径，以及为该学院从技工院校向高职
院校、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黄萍 报道
本报济南讯 4月27日，2019大数据应

用与融合创新大会暨第七届中国数据分析
行业峰会在济南举行。本届峰会以数据强
国战略为指引，以“数往知来、领跑华
东”为主题，大力推动山东新旧动能转
换、助力“数字山东”建设。

峰会现场，来自世界顶尖大数据企业
及国内专家、学者围绕大数据与智能制
造、智慧政务、智慧交通、企业数字化转
型等领域进行同台碰撞。山东高速信息工
程有限公司成为本次峰会唯一受邀的山东
大数据骨干企业，总经理舒疆红就“移动
互联时代的智慧高速与大数据”进行精彩
分享，深刻剖析了移动互联时代大数据与
大交通的融合交互，受到专家和与会者的
一致好评；该公司数据分析师许德明在大
会分论坛进行了“大数据与智慧交通”案
例分享。

据悉，山东高速信息工程有限公司隶
属于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党委
书记、副董事长董毅表示，让百姓出行更
美好是高速人的追求，持续学习先进理
念、不断提升技术水平将是信息工程公司
始终坚持的方向。

山东交通技师学院一实验室

被认定为省级行业重点实验室

新一代沥青路面就地热再生机组下线
历时10年研发完成 多项技术填补国内空白

一位铁路船长的信念与坚守
10本职务证书见证新中国70年航海事业的巨大变迁

□记者 冯磊 吴荣欣 报道
本报滨州讯 4月26日，山东渤海

湾港口集团正式办理了滨州港务集团

领导班子及业务管理交接。此次交接
标志着该集团全面完成了对东营、潍
坊、滨州三市国有港口企业的人员及
业务管理接收工作，渤海湾港口整合
迈入新阶段，对于尽早完成省委、省
政府确定的渤海湾港口整合任务具有
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为加快渤海湾港口整合任务，山
东高速集团及其控股的山东渤海湾港
口集团不等不靠，创新思路，积极协

调地方党委和政府，在4月份一个月内
接收了三市4家国有港口企业的人员和
业务管理，并为资产划转、股权确认等
后续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据悉，4月中
旬成功接收了东营港务集团、广利港集
团和潍坊港集团人员及业务管理。

当前，山东渤海湾港口集团重点
做好安全生产、信访稳定、资产管
理、党风廉政建设等工作，确保整合
期间人心不散、队伍不乱、工作不

断、国资不流失。下一步，将在深入
推进港口整合后续工作，做好三市国
有港口企业资产划转及股权确认的同
时，深入研究实施“七个一”，即
“一套班子、一张图、一盘棋、一张
网、一套审批机制、经营一体化、一
套考核机制”，坚持完善法人治理结
构、编制发展规划和总体规划、加大
项目投资建设等工作齐头并进，实现
错位竞争和高质量发展。

完成东营潍坊滨州国有港口企业人员及业务管理接收

渤海湾港口整合迈入新阶段

山东高速信息工程有限公司亮相中国数据分析行业峰会

智慧高速大数据服务百姓美好出行

□通讯员 陈正国 报道
本报鄄城讯 进入3月份以来，鄄城县交通运输局按照

“一路一景”设计要求，重点抓好黄河大堤至马村、箕山聂
菜园至孙膑旅游城、彭楼至火车站公路三条县级公路的高标
准绿化工作。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240多万元，绿化里程
29 . 9公里。

黄河大堤至马村、箕山聂菜园至孙膑旅游城、彭楼至火
车站公路三条县级公路均于去年建成通车。为把这三条县级
公路打造成为畅、安、舒、美的示范路和“景观路”，鄄城
县交通运输局按照“一路一景”设计要求，黄河大堤至马村
公路主要栽植了黄金柳、大叶女贞、紫荆、榆叶梅、西府海
棠和红叶石楠球等7种绿化苗木，箕山聂菜园至孙膑旅游城主
要栽植了雪松、白蜡、柿树、高杆石楠、樱花、迎春、金银
亩、品种月季等17种绿化苗木，彭楼至火车站公路主要栽植
了雪松、白蜡、蜀桧、竹叶柳等6种绿化苗木，确保做到乔灌
结合，错落有致，四季常青，三季有花。同时按照“缺一
棵、补一棵”的原则，对沿黄公路、香范庄至临濮、什集至
新临商等4条县级公路进行了绿化苗木补植工作。

鄄城高标准绿化县级公路

□通讯员 赵高烽 杨燕归 报道
本报烟台讯 为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担当作为、狠抓

落实”工作要求，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通行质量，今年，齐
鲁交通烟台分公司按照上级计划安排，将对烟台境内G18荣
乌高速、G15沈海高、S19龙青高速等进行养护大中修施工，
工程涉及桥梁环保提升、护栏改造、防眩设施提升和主线路
面维修等共计9项工程，总投资约5000万元，全部项目计划11
月份完工。该公司总经理杨涛表示，将切实加强工程管理，
明确项目重点时间节点，细化施工责任落实，确保项目按期
优质完工。

烟台投入5000万元

提升高速路通行质量

□通讯员 宋磊 报道
本报济南讯 4月24日上午，济青高铁公司党委联合省管

企业高质量发展第5服务队党支部、山东高速服务区公司荣潍
路平度分公司党支部和潍莱铁路部分项目部党支部，在潍莱
高速平度服务区院内，开展了主题为“公铁党建互联共建
助力潍莱高铁建设”的植树活动。

据悉，为进一步推进荣潍高速平度服务区的拆迁工作，3
月底，省管企业高质量发展第5服务队到潍莱铁路现场调研了
征地拆迁工作，并帮助协调有关问题。青岛市铁路办组织召
开潍莱铁路征地拆迁工作协调会，专题研究了推进平度服务
区征地拆迁相关事宜。济青高铁公司征地拆迁部为保护好红
线内的树木和服务区的生态环境，安全有序做好192棵树的迁
移工作，积极努力协调山东高速集团有关单位，确定通过开
展共同移栽服务区红线内树木的植树活动。

活动现场，省管企业高质量发展第5服务队党支部，济青
高铁公司党群部党支部、征地拆迁部党支部，山东高速服务
区公司荣潍路平度分公司党支部，中建潍莱铁路4标项目部党
支部，中建铁投路桥山东分公司潍莱铁路项目党支部的党员
代表，将一棵棵需要迁移的树重新栽种到新开辟的区域，并
为每棵树培土浇水。通过此次党建互联共建植树活动，每位
党员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有了更加深刻的认
识，同时，也加快了服务区红线内树木移栽工作，为快速项
目建设进场施工创造了条件。

随后，党员代表们来到平度市杨明斋纪念馆，学习了解
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杨明斋烈士的生平事迹，凭
吊革命先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省管企业高质量发展第5
服务队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参观学习，党员们接受了一次
革命的洗礼，我们要学习杨明斋同志那种矢志不渝为党的事
业奋斗终身的革命精神。参加学习的广大党员也一致表示，
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要发扬奋斗精神，主动担当作为，
切实抓好潍莱铁路项目的征地拆迁、工程建设等工作。

公铁党建互联共建植树活动

助力交通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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