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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大伟 于秀艳 报道

本报临沂讯 5月16日，由齐鲁交通发
展集团投资，中铁四局承建的京沪高速公
路莱芜至临沂段改扩建工程孟良崮互通立
交A匝道顶升桥施工完成，为7月底京沪高
速改扩建工程左幅通车打下坚实基础。该
桥位于临沂市蒙阴县境内，是京沪高速公
路莱芜至临沂段改扩建工程目前唯一一座
采用顶升施工工艺完成的桥梁。

据该标段项目总工程师介绍，A匝道顶
升桥为孟良崮互通立交A匝道上跨京沪高速
公路所设，该桥为单幅桥，2孔共12片梁，
全长70 . 4米，宽15 . 5米，桥面净宽14 . 5
米，顶升总重量1140吨。为确保桥梁顶升
施工安全快速完成，现场采用全桥同步顶
升施工工艺，使用PLC同步顶升机及计算
机控制多点同步顶升系统，实现了对力和
位移、位移误差、行程、负载压力等数据
的精准控制；该系统同时兼有误操作自动
保护、过程显示、故障报警、紧急停止功
能及机械自锁装置，可防止任何形式的系
统及管路失压，从而保证负载有效支撑，
确保施工安全。

同时，为确保施工安全平稳进行，齐
鲁交通发展集团京沪高速改扩建工程临沂
项目办组织召开了顶升桥施工专家论证
会，对顶升桥施工方案进行专家会审。四
标中铁四局项目部也多次组织召开顶升桥

施工交底会，对施工工序、施工重难点、
施工安全管控等进行周密部署，为顶升桥
顺利完工提供了保障。

作为京沪高速改扩建工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孟良崮互通的加宽建设对推动地方

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互通区位于革
命老区孟良崮，互通匝道拓宽建成后将进
一步完善地方交通基础设施，扩大旅游辐
射能力，有效推动孟良崮红色旅游资源吸
引力。

□ 本报通讯员 刘伟
本报记者 陈明 吴荣欣

刘锋出生在一个“公路世家”，爷
爷、爸爸都是公路人。刘锋退伍后毅然选
择了公路事业，当了一名养路工。而这个
选择只因为心中那份感动——— 刘锋19岁的
时候，父亲因为突发脑溢血去世，母亲身
体一直不好，弟弟正在上学，家里非常困
难，了解到这个情况，费县公路局为他家
组织了捐款，帮助他全家度过困难。“我
家遇到困难的时候，单位没有忘记我们，
从那时起，我就决心做一名公路人，我要
用行动回报公路事业、回报社会。”

全心工作，

普通岗位燃烧激情

公路工作是份重活，整修绿化带，清
扫路面，清理排水沟里的泥土、乱石、杂
草，刘锋总是冲在最前面；公路工作还是
份急活，每逢大风雨雪，别人往家跑，公
路人都是往外冲。刘锋所在的新庄公路站
管养路段长达60余公里，道路途经四个乡
镇，岚济线车流量特别大，且以大型货运
车辆为主，管理难度不言而喻。每逢冬天下
雪时，刘锋总带人拉着物资去抢险，沿途遇
到道路积雪或者突发事故，都要一并处理，
巡完一遍路，大半天的时间就过去了。渴了
就喝口自带的水，饿了就在路边吃两口从家
里带的饭。刘锋从不抱怨，不怕苦，不怕累，
把工作当成自家的事，刘锋踏实的工作态
度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一致认可。

自2010年成为公路站负责人以来，刘

锋先后在局属4个公路站担任过3个站的站
长，两次担任新庄公路站站长。从沙土路
到沥青路，从人工养护到机械化养护，从
公路道班到公路站，路宽了，绿化美了，
设备现代化了，刘锋见证了临沂公路的快
速发展。

用心做事，

时刻把群众装在心里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刘锋积极参
加扶贫工作和志愿服务活动，助人为乐、
奉献社会，用实际行动弘扬和传播社会正
能量。

2017年，刘锋在巡路期间了解到，公
路沿线永盛村的王立芝老人已经65岁了，
老伴在车祸中去世，孩子在外地打工，她
独自一人在村里生活。听说情况后，刘锋
想起了自己的父母，心里很不是滋味，于
是他带着米面找到老人的家。从那以后，
刘锋定期去看望老人，给老人送米送油更
送去了自己的关爱。

其实，早在2013年刘锋就是费县慈善
总会会员，每逢周末节假日，他都会参加
义工活动。2016年中秋节，义工到费县上

冶镇敬老院组织文艺汇演时，敬老院的一
位老奶奶由于脑血栓，无法出门观看节
目。刘锋不顾老奶奶常年卧床满身异味，
背着她到会场观看演出又背回宿舍。老奶
奶感动得热泪盈眶，一直念叨：“小伙
子，别人都嫌我脏，以前有演出我从来没
去过，你比我亲孙子还亲啊。”

刘锋时刻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对
群众诉求，他总是第一时间联系当事人并
进行现场调查，如实向单位反映并找出解
决办法，及时解决群众诉求，经他办结的
热线工单，满意率达到100%。

真心爱家，

用行动引领新家风

从2000年起，刘锋就开始无偿献血，
至今已累计无偿献血超过10000毫升。

父亲是儿子的榜样。刘锋的儿子刘林
硕刚上小学四年级，已经是一名小义工。
每到周末，刘锋总带着孩子一起参加义工
活动，在孩子心里种下了助人为乐的种
子。而刘林硕也连续两年被评为“费县点
点十佳小义工”。 刘锋的妻子告诉记
者：“刘锋平时忙着工作和公益，无暇顾

及家庭，其实他是很爱我们这个家的，他
给我们全家树立了一个榜样，树立了一种
积极向上、乐观助人的好家风，我为丈夫
感到骄傲。”

刘锋助人为乐的精神感染了身边的同
事曹福荣、刘凤云和刘蕾，越来越多的同
事都和刘锋一起参加义工活动。“传承沂
蒙精神，做有意义的事，使我浑身充满了
力量和责任感，我将把小事一件件做好，
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刘锋说。

刘锋被授予2006-2009年度临沂市无
偿献血奉献奖金奖，2008-2009年度全国
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2010-2012年度全
市无偿献血奉献奖，2012-2013年度全国
无偿献血奉献奖银奖，2017年刘锋同志被
推选为费县第十届党代表，2018年度助人
为乐型“费县好人”，2016年度临沂市优
秀共产党员，2018年度临沂市最美志愿者
等荣誉称号。

□段宗斌 黄鑫 报道
本报利津讯 5月14日清晨，在利津县陈庄镇道口村，不

少村民走在修好的“四好农村路”陈付路上，准备去村头党建
主题公园游玩。近年来，利津县高度重视“四好农村路”和美丽
乡村试点建设，成功入选全省“四好农村路”建设示范县。

据了解，2018年全县修建“四好农村路”34 . 2公里，仅陈
庄镇就修建了28公里，营造了优良交通环境，极大方便了群
众生产生活。同时该县以道路建设为契机，加快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扎实推进旱厕改造、燃气村村通、农村生活污水集
中处理等工程，助推城乡环卫一体化建设，被评为全省城乡
环卫一体化先进县。借助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
设，新建村级文化服务设施91处；12个村开工黄河滩区旧村
台改造；适时实施水气土污染整治，环境质量明显提升。大
力推进“绿满凤凰城，美丽新利津”国土绿化行动，新增造
林绿化面积1 . 02万亩，创建省级森林村居13个，全县生态环
境初见成效。

今年利津县继续完善交通体系，加快“黄河滩”示范片
区创建，计划新修“四好农村路”60公里；抓好40个美丽乡村示
范点；更新乡村公交45辆；开辟41处村头运动场地，着力为全县
乡村振兴助力，打造黄河滩区建设发展的“利津样板”。

□田源 孙兆明 报道
本报沂南讯 近日，沂南县双堠镇五彩山下的黑山安村

花红叶翠，游人如织，当地盛产的“山妹子”大樱桃火了，
游客们都争相购买。该村村民高兴地说：“自从有了硬化
路，车来了，客来了，山里的大樱桃成了‘大金珠’。”

黑山安村地处沂南县偏僻的五彩山脚下，盛产樱桃，有
“樱桃之乡”的美誉。过去由于山路难行，交通不便，盛产的
樱桃均由老百姓挎着竹篮到邻近的集市叫卖，基本赚不到钱。

近年来，沂南县抢抓农村公路建设机遇，加大公路改造
力度，在建设中与旅游开发相结合，与区域主导产业相结
合，累计建成农村公路2400公里。随着20多公里的五彩山公
路和泉重公路开通，带火了黑山安村樱桃产业，如今村里注
册了“山妹子”“红灯”等商标，大樱桃也走进了北京、济
南、青岛等大城市的水果超市，而且价格倍增。道路的畅通
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孟良崮互通立交A匝道顶升桥完工

用心工作 用心做事 用心做人

刘锋，扎根公路一线的热心人

道路畅通

带火了五彩山的“山妹子”

利津

“四好农村路”扮靓美丽乡村

编者按 “最后一块干粮做军粮，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多少年来，沂蒙大地养育了无数个艰苦

奋斗、敢想敢干的热血男儿。作为新时代的公路人，刘锋扎根费县公路一线，不怕枯燥寂寞；作为一名基

层党员，把传承、弘扬沂蒙精神与本职工作结合起来，在普通的岗位上燃烧出奋发向上的激情；用心工

作，用心做事，用心做人，常年热衷公益，与他接触过的人都说：“刘站长是个热心人”。

■相关链接

刘锋曾获“费县好人”

□宋磊 张华先 报道
本报平度讯 5月17日，在位于平度的

中铁上海局潍莱铁路3标工地现场，施工人
员开始了无砟轨道的轨道板施工，标志着
潍莱铁路掀起无砟轨道施工的热潮，这将
为潍莱铁路下一步的铺轨工作打下坚实的
基础。

为做好无砟轨道的轨道板施工以及铺
轨基地建设等工作，近日，济青高铁公司
工程管理部、党群工作部、办公室党支
部、物资设备部、安全质量部与现场指挥
部等多个党支部，采用一线工作法，扑下
身子深入潍莱铁路施工一线，联合中铁十
四局五公司鲁南—潍莱高铁项目部联合党
支部和中铁上海局潍莱铁路项目部党工委
等单位，开展了以狠抓落实为主题的党建
活动，旨在落实济青高铁公司30项重点突
破工作动员会精神，为潍莱铁路如期开通
统一思想，奠定基础。

目前，潍莱铁路3标已经进入无砟轨
道施工阶段。无砟轨道是指采用混凝土

等整体基础取代散粒碎石道床的轨道结
构，是当今世界先进的轨道技术。下一
步，济青高铁公司将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党

建共建成果，促进和加快无砟轨道创
优，做好轨道板铺设施工，为未来铺轨
打好坚实的基础。

潍莱铁路3标启动无砟轨道轨道板施工

□记者 常青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为进一步提高打击非法客运经营行为的震

慑力，根据省交通运输厅和市交通运输局统一部署，潍坊市
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自5月15日8时至17日20时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了集中整治非法客运行动。

记者了解到，此次集中行动由省交通运输厅统一组织，
各市交通运输部门具体负责，上下联动、统一行动，集中开
展。潍坊市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各县（市、区）结合实际
研究制订了具体行动方案和专门执法计划，严查在机场、车
站、码头等城市窗口地区，严查学校、医院、旅游景区、城
乡接合部等人员密集流动地区，严查群众举报线索，严查
“黑车”非法聚集地和跨区域“黑车”，严查巡游出租汽车
不规范经营行为，坚决做到打击“黑车”稳、准、狠，科学
调配执法力量，确保执法行动效果。

根据路面执法情况和客运市场运行状况，潍坊市交通运
输综合执法支队还采取了区域联动、异地执法等措施，适时
对重点区域组织开展大规模集中统一行动，提高查处的针对
性、灵活性和覆盖面，提高对违法行为的震慑力。同时，行动期
间交通运输部门还与公安等部门开展了联合执法，对威胁侮
辱执法人员、干扰执法、暴力抗法等严重扰乱执法工作秩序行
为，坚决移送公安机关。对非法经营“黑车”的牵头者、组织者，
以及带有黑社会性质非法经营和扰乱市场秩序的团伙，及时
向政法机关移送案件线索，配合政法机关坚决打击。

此次集中整治行动，潍坊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共出
动执法人员860余人次，执法车辆180余辆次，共查处非法违
法出租客运经营行为44起。

潍坊集中整治非法客运经营
共查处非法违法出租客运经营行为44起

□田源 陈得印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三位在校大学

生为赶火车，在济宁城区匆匆乘坐了一
辆车牌为鲁HTP207的“出租车”，行驶
到济宁建设路汽车总站北300米处，被济
宁市交通运输监察支队和济宁市交通运
输管理处联合查处，三位大学生这时才
发现“出租车”司机竟然是位残疾人，
在工作人员提示下才发现车牌号和喷涂
标识与正规出租车不一样。目前，共查
处这类黑出租5辆。

据了解，济宁市残疾人专用车统一
喷涂了颜色和C5标识，外观上和出租车
很相似，这让部分车主动起了歪脑筋，
自行安装上出租车顶灯和计价器，在外观
上很难分辨出这是一辆黑出租，再加之残
疾人专用车牌和出租车车牌都是“鲁HT”
开头，更让大部分乘客难以分辨真伪。

针对这一问题，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与
民政、残联部门对接，协商解决办法。同
时，对黑出租加大查处力度，特别是针对
群众举报的黑出租进行重点监控。

尤其是《问政山东》节目播出以
来，济宁市及时印发了《集中整治“黑
车 ” 非 法 从事出 租 客 运 经 营 行 动 方
案》，并在全市开展为期3个月的集中整
治活动，该市交通运输监察支队联合市
运管处、任城区交通运输监察大队，重

点加强对主城区火车站、汽车南站、汽
车北站、附属医院等人员密集区域的日
常监管。积极协调交运集团增开夜间加
班车，协调公交公司延长夜间运行时
间，增加和补充城区及县域公交运力，

目前已延时和增开公交线路6条，加开济
宁至金乡、济宁至鱼台夜间班车。并邀请
新闻媒体记者现场报道执法情况，曝光典
型违法案例，引导广大群众认清黑出租危
害和特征，鼓励群众自觉抵制乘坐黑出

租，积极举报和提供黑出租线索。
据悉，自集中整治活动开展以来，

济宁市共查处各类黑出租127辆，有效
净化了出租客运市场，确保了乘客安
全。

济宁查获助残车冒充出租车

□记者 吴荣欣 常青 通讯员 陈宏杰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月18日，“LNG罐箱供应链创新联盟”

在济南成立。这是国内首个LNG罐箱领域供应链创新社团组
织，由山东省物流与采购协会、山东海洋能源有限公司、中
车长江车辆有限公司、老虎燃气(上海)有限公司等省内外21
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旨在集成创新要素资源，形成跨行业
创新机制，协同推进创新项目实施，积极助力国家产业政策
落地。联盟成立当日先后举行了成立大会和首届理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联盟章程，选举产生了联盟理事长、副
理事长和秘书长。

罐式集装箱被全球公认为液散化学品最安全运输方式，
具有市场供应配置机动灵活优势。据悉，为加强天然气产供
储销体系建设，国家确定了“宜管则管、宜罐则罐”产业发
展政策，陆续出台文件推动LNG罐箱多式联运等供应链业务
发展。山东省物流与采购协会执行会长王国利表示，发起组
建创新联盟是贯彻落实乡村振兴、经略海洋和新旧动能转换
等发展战略的具体行动。LNG罐箱供应链融合天然气、交通
运输、装备制造、冷链物流等多个行业，体系建设跨度大，
标准规范难统一，安全运行要求高。通过建立国内能源冷链
物流跨行业一体化协同创新组织，打造创新生态圈集成创新
合力，加快形成产业标准体系和知识人才结构体系，将有力
推动LNG罐箱供应链高质量发展。与会代表认为，以LNG罐
箱作为标准运载单元，充分利用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和集装箱
运能，构建规模化、标准化、系统化LNG罐箱供应链，形成
“布局合理、覆盖广泛、配置灵活、安全高效”的非管输供
气网络，实现从境内外液源地“一罐到底”精准直供终端，
有利于弥补天然气管网建设通达不足“短板”，打通天然气
利用“最后一公里”，辅助管网提高天然气市场配置效率。

国内首个LNG罐箱供应链

创新联盟在济南成立

中铁
上海局潍莱
铁路3标工地
现场，施工
人员开始吊
装轨道板，
并进行无砟
轨道轨道板
施工。

在集中整治中，交通执法人员查处一辆冒充出租车的残疾人专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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