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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孟 一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张嘉衬

己亥年农历大年初一，韩寒导演的《飞
驰人生》在全国再掀“速度热”，除了风驰
电掣的赛车，片中一架翱翔天际的蓝色直升
机也备受瞩目。4月25日上午，记者来到位
于济宁高新区的山东高翔通用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高翔航空”）停机坪，这
架帅气的“影红直升机”正搭载着培训飞行
员的新任务，携巨大的气流缓缓升空。

“在片场，我们的法国空客小松鼠
AS35083凭借超高颜值直接入镜，还‘兼
职’做了航空拍摄机，全景化的呈现出了赛
车竞速的壮观场景。”提起这架初涉电影行
业的直升机，高翔航空总经理张美海显得格
外自豪。一机两用，不仅成功虏获了导演韩
寒和广大观众的芳心，更持续拓展着直升机
的用途。

高翔航空不是直升机的制造企业，而是
一家以直升机应用为主体的通用航空公司。
简单地说，除了民航固定翼飞机所进行的载
客、载货业务外，都属于通用航空的范畴。

高翔航空现有的十架直升机，不仅能够完成
院线大片拍摄、空中地形测绘等“高大上”
的任务，还能放下身段、转战植保一线，扛
起药箱喷洒农药；既可搭载特警进行空中抓
捕，又能成为时髦新人的浪漫座驾，开启一
场令人羡慕的高空婚礼……凭借着高速旋转
螺旋桨搭建起的空中舞台，直升机已然“搅
动”起了多个产业。

飞跃齐鲁、翱翔全国，做起来远比说出
口要困难很多。“公司全部使用的进口直升
机，小的500多万元一架，小松鼠这种可搭载
6人的则要2500万元一架，入行门槛高不说，要
找到用武之地，还得仰赖国内尚不健全的市
场认知。”张美海直言，“鲁西南唯一通用航空
公司”的招牌背后，绝不只是看似庞大的市
场空缺，更多的是艰难的市场开拓环境。

高翔航空的主营业务是农林植保，占到
公司总业务量的70%。在2018年全国农林业
病虫害防治中，公司的“飞防”业绩总量达
到800多万亩，位列全国通用航空第一。然
而，2012年公司成立之初的业务洽谈确实步
履维艰。

“当时的农林部门大都是依靠固定翼飞

机进行农林病虫害防止，觉得那种飞机飞得
快、喷药效率高，任凭我们口水说干了讲直
升机的优势，别人也都不信。”为打开公司
的第一块市场，高翔航空不计成本，先给直
升机装上价值65万元的专用药箱和喷杆，请
来农林专家实地测验喷洒效果。最终，凭借
着机动性好、喷洒精准度高等优势，高翔航
空终于在金乡收获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有了金乡第一喷
的成功案例，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找上门。
“固定翼飞机喷洒农药存在很多弊端，比如
在飞防关键节点的5、6月份，气温上来以
后，高空喷洒后很多农药还没落在树上就蒸
发了，喷洒不当还容易对养殖业造成二次污
染，老思路是时候换换了。”谈到当时“飞
防”思路的变迁，时任曲阜市农业局局长的
李士东也表达了对直升机植保的认可。靠着
一股子认准目标就要把项目做精做细的钻劲
儿，高翔航空在“飞防”领域的发展迅速突
破省域界限，灵活调用外省直升机资源进行
项目推广，加速了全国农林“飞防”技术和
局势的转型。

有了主营业务的支撑，高翔航空又开始

琢磨给直升机创造更多施展才能的机会。把
握好直升机的先天优势，公司先后与济宁高
新区公安局、济宁市应急管理局等政府部门
展开合作，成立警航飞行大队和应急救援保
障队，全省率先实现空中巡逻、抓捕和应急
救援；研学游市场发展迅猛，曲阜儒家研学
旅行基地等就主动找上门开发航空类研学产
品，一方面建起飞行博物馆、立体化呈现中
国航空产业发展史，丰富孩子们的知识。另
一方面带着孩子们从高空俯瞰齐鲁大地的壮
阔景象，开拓他们的视野……当航拍、飞行
员培训、医护紧急转院、空中婚礼、空中广
告等一批全新的业务陆续推出，螺旋桨所
“搅活”的就远不只是一涡气旋了，而是多
个行业、多个产业的联动发展。

“公司已经在新三板上市，下一步将通
过业务的放射性发展直指IPO，让小飞机发
挥大作用。”张美海直言，民营企业的优势
在于架构活、冲进足，能够充分满足不同人
群在生活中的不同需求、快速掌握市场动
向。他们相信，通过大胆的创新和稳步的发
展，通用航空市场将快速扩大，为企业发展
创造腾飞的天空。

从《飞驰人生》“飞”入植保一线，高翔航空———

一架直升机“搅动”多个产业

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蓬勃
发展，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
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前，济宁市召开民营经济发展
大会，坚持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
度、更实的举措，全力推动支持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为全市新旧动能转换
注入强大动力。《大众日报·济宁新
闻》特开辟《活力看民企》栏目，聚
焦有干劲、敢创新的民企明星，见微
知著，以期开拓民营经济发展思路，
在全市营造出尊商重企的良好氛围。

□记者 孟一
报道

4月25日，在高
翔航空的直升机舱，
工作人员正在对电影
《飞驰人生》中的功
勋座驾进行例行保
养。

┬吕光社 马文青 高维东

梁山城北，古运河畔。随着一声汽笛长
鸣，一列从山西远道而来的重载列车缓缓驶
入，在巨大的卸载站，两节车皮被翻车机整体
抓起来了个180度的空中翻转，200吨的滚滚乌
金便倾落入煤流系统……

这里是济宁能源发展集团正在建设中的山
东京杭铁水联运物流中心，两车皮煤炭完成卸
车，只用了4分钟！这个建设项目不仅是济宁能
源产业转型发展的重头戏，也将是济宁地区新
旧动能转换的新突破。北方的优质煤炭将在这
里借水行舟，南下苏杭，而南方的粮食、建材
杂货也将沿河北上，运往北方。

“瓦日铁路还在修建时，我们就注意到，
如果在铁路与运河交界处建一物流中心，把西
北的煤炭通过运河运往江南，不仅可以节省大
量成本，而且更加安全、环保。”济宁能源发
展集团总经理张广宇介绍，正是瞄准这一难得
机遇，集团果断与梁山县政府共同投资实施山
东京杭铁水联运物流中心项目，抢占“西煤东
输、北煤南运”咽喉要地，打造“公、铁、
水”三位一体的多式联运物资集散大枢纽。

北接晋陕 南通江浙

新支点撬动转型新经济

“运河水满万艘通，汶泗交流无壅土。”
1901年，清政府一纸停漕令，让京杭大运河断
航。目前济宁以南的京杭运河正常通行，但济
宁至梁山的这段梁济运河却盛景不再。由于山
东京杭铁水联运物流中心项目的建设，漕运盛
景重现将指日可待。

从中国地图上看，山东京杭铁水联运物流中
心项目选址位于“瓦日铁路”与“京杭运河”的
交汇点，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和交通运输优势。
瓦日铁路又称晋豫鲁铁路、晋中南铁路，西起山
西省吕梁市兴县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
连接我国东西部的重要煤炭资源运输通道，也是
世界上第一条按30吨轴重重载铁路标准建设的铁
路。铁水联运项目位于梁济运河右岸，距瓦日铁
路直线距离仅1 . 8公里，与G220、S333紧紧相连，
交通非常便利。

“以前本地企业用晋煤，大都靠汽车运
输，成本高，时间长，遇到恶劣天气，可能还
会在路上耽搁好几天，并且不安全。而走火车
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物流运营中心贸易
部副经理胡传堃侃侃而谈，“目前山西煤炭要
运到南方，走瓦日铁路到日照后，还要铁路转
海运，海运转河运。如果从梁山就改走运河水
路，既降低了铁路里程，又减少了周转环节，
可以大幅降低运输成本。”

更有价值的是，通过转运晋陕蒙优质的煤
炭资源，不仅可以保障山东煤炭的供应，而且
可以沿运河入长江，辐射江浙沪。正如中交水
规院总工程师王海霞所言：“该项目北接京津
冀、南通苏杭、东连海外、西达西北，将成长
为新的‘九省通衢’。”

国家有关部委和山东省、济宁市对这一项
目高度重视。省政府将其列为省重点建设项
目、山东省煤炭应急储备基地。航道疏浚工程
被列入国家交通部“十三五”规划，并获得2 . 5
亿元国家补助资金。

高效通道 智慧平台

新优势打造核心竞争力

“这一项目主要建设9 . 18公里的铁路专用
线、年到发量1550万吨和洗配煤240万吨的煤炭
物流中心、8个2000吨级泊位港口码头和17 . 5公
里的航道疏浚工程。”济宁能源发展集团副总

经理、物流公司董事长闵维介绍，目前铁路专
用线、煤炭物流中心、港口码头、航道疏浚工
程等已完工，预计今年10月新闸开通后，梁山
段京杭运河将重现昔日的繁荣景象。

“我们的翻车机是国内最先进的折返式翻
车机，适合线上各种型号的车皮，一次可卸两
节车皮，而这一过程只需在电脑上一键操作完
成。”现场参观时，物流公司总经理满其升说，
“这种翻车机全天接卸能力可达5万吨，从山西发
来的万吨列车，接卸最快只需2 .5小时。”

据了解，卸车机房除地上设施外，地面以
下深度达28米，仅土建部分投资就达1500余万
元。经翻车机卸载下的煤炭全部通过地下皮带
运输至堆场煤仓，实现封闭运输，环保操作。
在堆场还配有2台每小时吞吐能力达2500—3000
吨的大型堆取料机，可实现卸料、运料、堆取
料自动化。

不远处就是碧波荡漾的运河码头，三个红
色巨人赫然而立。它们是两台每小时可装1800

吨的移动装船机和一台门座式起重机。门座式
起重机机械臂末端的抓头一次可装载重达25吨
的货物。满其升称，“这种起重机功能强大，
可装可卸，不仅可以装卸大宗散货而且可以装
卸集装箱，效率很高。通航后，现有的8个泊位
可以同时装卸货物，考虑到未来需求，我们又
提出增设10个泊位的设想。目前，18个泊位及
相关航线均已得到批复。”

大门外的重型运煤卡车已经整齐地排起了
长队，西部地区质优价廉的煤炭显然也受到周
边企业的欢迎。而运河一旦通航，火车、汽
车、轮船三大交通工具将在这里进行更大范围
的运输接力。

艰苦创业 精心谋划

新模式运筹产业大格局

在物流公司会议室的墙面上，挂着一幅醒
目的工程建设进度图，建设者们“咬定目标不

放松”，每天调度工程施工进度，并坚持“先
生产、后生活”“先创业、后安家”理念，在
临时搭建的板房里工作、生活。在大家的团结
拼搏下，仅用了70天便完成全长8 . 1公里、途经
11个村庄的35KV场外供电线路工程；仅1年时
间就完成一期铁路专用线、煤炭物流中心工程
建设。2017年3月，公铁联运正式启动；2018年
12月，港航工程建成；截至2019年3月底，煤炭
到发量达1142万吨，物流贸易等业务板块贸易
协议额合计超120亿元。

济宁能源发展集团积极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与长江经济带下游客户进行贸易往来，
与瓦日铁路上游客户进行资源合作。该集团已
多次考察瓦日铁路及京杭运河沿线，并召开政
企对接会、银企对接会、商贸对接会。目前物流
公司已拥有稳定客户70余家，煤炭市场贸易储备
量达2600余万吨，70%为公司自营贸易集中采购。

据悉，该项目将采用“纵向一体化、横向
专业化”的管控模式，并紧抓多式联运发展机
遇，充分发挥瓦日铁路和京杭运河的大运力、
低成本优势，做大规模、提升水平，创建全国
内河多式联运发展的示范和标杆。同时，搭建全
国知名的智慧物流交易平台创新煤炭营销模式，
基于“互联网+”，建立集商品流、信息流、物
流、资金流于一体的智慧物流交易平台，形成在
全国具有高度品牌影响力的智慧物流交易平台。

“这是集团立足区位优势和煤炭运输经验
作出的科学战略决策，也是我们加快产业结构
调整、实现能源企业转型发展的战略工程。”
济宁能源发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虢洪增介
绍，今年6月底第二条铁路专用线、第二台卸车
机及火车快速装载站即可投入使用。水路一经
打通，即可实现大宗货物从铁路到水路的“零
距离”转运，使晋豫鲁铁路大通道与京杭大运
河实现有机结合，并融入到“一带一路”建设
和“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

不远的将来，一个大型物流贸易平台将在
这里形成。化肥、粮食、杂货、原料、铁矿石
等都可以进行回货周转，物流将与金融、仓
储、贸易、加工相结合，建成年产值300亿以
上、年吞吐量达5000万—7000万吨的“前港后
厂”为发展模式的“港产城”，并可带动周边
餐饮住宿服务和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形成物流带
动、产业联动、集群发展的大产业格局。未来的
“港产城”将是一派物资集聚、人才荟萃、车水
马龙的繁荣景象。济宁能源发展集团将以质优价
廉的产品、畅通及时的信息、热情周到的服务流
通天下物，结交天下友，合作谋共赢。

“乘天时，顺地利，拥人和。”一个鲁西
南地区的大型物流基地正在梁山这片神奇的土
地上孕育成形，并将横联东西，纵通南北，书
写新的传奇。

铁水联运大物流 港产并举新动能
——— 济宁能源发展集团打造鲁西南物流大枢纽纪实

运河港口码头 铁路专用线

项目鸟瞰图 煤炭物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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