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6月18日 星期二 第316期

热线电话：(0531)85193616 Email：dzjtxw@126 .com 18

□责任编辑 杨 辉

□ 本报记者 常青 吴荣欣

2015年8月，交通运输部正式批复《山
东省创建绿色交通省实施方案（2015—
2018年）》，我省成为全国4个绿色交通示
范省创建省之一。记者近日了解到，交通
运输部对我省建设绿色交通省区域性项目
开展考核，与会专家听取了项目建设情况
汇报，一致同意通过考核。

抓好顶层设计与落实

临沂蒙阴天然气货车大规模推广应
用、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能源绿色
化、济东高速公路探索绿色低碳化建设、
济南“双快”模式快速公交成网运营……
我省绿色交通快速发展背后，是全省全力
保护生态环境的决心。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绿色交通示范
省创建，将创建工作纳入《关于加快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方案》，并健全绿色
交通发展配套政策和标准规范体系，制定
出台《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山
东省绿色交通运输发展的指导意见》，明
确了全省绿色交通运输发展的指导思想、
任务目标、政策措施、责任分工，为行业
绿色发展提供了政策和制度保障。

在落实方面，我省建立了绿色交通示
范省建设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形成了由分
管省长牵头，发展和改革委等7个省级部门
组成的成员单位，统筹协调示范省建设中
的重大事项，合力加强对各设区市相关工
作的指导监督与考核，推进落实各项工作
任务。

强化基础支撑保障

资金是一系列绿色交通项目顺利实施
的基础。按照绿色交通示范省创建《实施
方案》和《中期调整方案》，经财政部和

交通运输部共同审定，我省共争取到国家
专项财政资金5 . 86亿元。2017年，为强化
示范引导力度，省财政安排2亿元省级配套
资金，支持培育127个省绿色交通样板项
目、亮点工程和济南、烟台、潍坊、济
宁、聊城、临沂等6个省绿色交通示范市创
建，为相关建设保驾护航。

4年来，我省全面完成绿色交通省24个
重点支撑项目建设，累计完成投资231 . 5亿
元，减排二氧化碳75 . 6万吨，形成了一批
绿色交通城市、绿色公路、绿色港口、绿
色航道等示范样板项目。这不仅极大改善
了我省交通用能结构，提高了交通能源利
用效率和运转效率，更有力促进了我省交
通运输新旧动能转换和转型升级。

开展特色科技转化

开展科技攻关与成果转化应用也被各
地市摆在了重点位置。依托济青高速公路

改扩建工程，开展了“废旧路面再生利
用”“赤泥资源化路用”等科研项目；济
南创新将快速公交（BRT）与快速路集合
在一个走廊上建设“双快”体系，带动沿
线商业发展；岸电、沥青温拌及冷热再
生、绿色汽修、节能驾驶等一批技术成果
得到普遍推广。

我省积极强化基础支撑保障，建成全
省交通运输能耗监测系统，建立了人工上
报和在线监测相结合、在线填报与现场核
查相结合的数据采集和核实制度，夯实绿
色交通运输发展的数据基础。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江成表示，下一步
我省将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部省关于强化
节能减排、加快实现互联互通、全面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各
项要求，进一步深化运输结构调整，加大
绿色交通科技创新力度，全力打好交通运
输领域蓝天碧水保卫战，推动我省交通运
输高质量发展。

□ 本报记者 吴荣欣 常青
本报通讯员 谷 艳

6月14日至16日，以“智能绿色引领未
来交通”为主题的2019世界交通运输大会
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山东高速股份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兼济青改扩建
项目办主任吕思忠受邀出席大会，分享了
济青高速公路改扩建绿色科技示范项目的
实践与思考。

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交通运输部、
中国工程院主办，中国公路学会承办的这
场世界级交通大会，在国内外交通界影响

深远，为政、产、学、研、用提供了一个
酝酿创新、引导创新、展示创新和实施创
新的国际化平台。会议规模约6000人，其
中境外参会代表约700人。大会由“会、
展、赛、发”四个出发点延伸，集论坛、博览
会、大赛、成果发布及服务创新平台的四大
板块组成，内容涵盖公路工程、结构工程、交
通工程、运输规划、水上运输、轨道交通、航
空运输和交叉学科八个板块。

6月14日举行的2019世界交通运输大会
“全过程工程咨询与管理”论坛，专家们结
合交通项目管理创新及全过程工程咨询案
例，从理论、实践、经验、建议等多维度

探讨实现全过程工程咨询的路径。
论坛上，吕思忠分享了济青高速公路

改扩建绿色科技示范项目的实践与思考。
他表示，济青改扩建绿色示范工程紧扣
“绿色”科技理念，通过实施“四大主
题、五大科技专项、二十九个科技子项”
的科技示范项目，为未来我国高速公路改
扩建工程获取大量科技成果与产业化集群
的探索积累了经验。

围绕绿色科技示范工程，吕思忠表
示，通过济青改扩建绿色科技成果经验分
享 ， 各 国 可 避 免 改 扩 建 工 程 建 设 “ 弯
路”，直接切入到智慧基建、绿色环保等

新型绿色技术应用上，采用最前沿的筑路
方式，推动国家交通基础建设的绿色环保
产业带的发展。

据了解，济青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于
2017年被确立为交通运输部科技示范项
目，并被列为“交通强国”山东示范区支
撑项目。同时，项目也是山东高速集团投
资建设的山东省内第一条高速公路改扩建
项目。今年5月，山东高速集团第二条改扩
建项目京台高速山东段已开工，将凭借济
青改扩建成功经验，全面推广绿色科技成
果应用，进一步提升科技工作对工程建设
的贡献率，打造高质量精品工程。

□通讯员 张云 报道
本报泰安讯 6月3日，一堂简短而生动的“微党课”在

泰安市方特公交站举行。泰安公交公司三队党支部组织支部
党员、市劳动模范、公司功勋驾驶员陈丽结合公交行业实际
和自身工作经验，就公交人如何践行新时代泰山“挑山工”
精神，以《践行新时代泰山“挑山工”精神 助力文明城市
创建》为题，利用发车间隙为几名驾驶员上课。

据悉，泰安公交三队党支部还将继续利用早发车晚收车
或其他时间走进公交首末站，组织党员轮流为大家上“微党
课”，以此把党的理论知识和公司安全规定、服务理念渗透
到广大党员、职工心灵深处，让更多的党员和职工得到学习
和锻炼，全面提升公交整体服务质量。

□通讯员 张守军 报道
本报日照讯 6月11日，日照市交通重点项目204国道烟

上线东港区两城至奎山、岚山区虎山至汾水段大中修工程开
工建设。

该项目全长35 . 46公里，其中东港段27 . 587公里，起点
位于两城镇驻地南，终点位于付疃河桥头北；岚山段7 . 873
公里，起点位于疏港大道以南，终点止于鲁苏交界绣针河桥
头，总投资2 . 2亿元，计划建设工期6个月。项目建成后将有
效提升日照道路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为加快临港产业发展
提供坚强有力的交通运输支撑。

□黄鑫 王利华 报道
本报利津讯 “师傅，请停车，您正在逆向行驶，这很

危险！”近日，利津县陈庄镇太阳升村交通劝导员及时劝止
了一名正驾驶三轮车逆向行驶的老大爷，避免了一起极有可
能发生的交通事故。如今，这样的场景在陈庄镇农村交通要
道随处可见。

近年来，陈庄镇大力推动农村交通协管员、劝导员“两
员”建设和“平安村口”建设。该镇交通协管员、劝导员均
来自当地村民，他们凭借“地熟、人熟、村情熟”的优势，
对农村道路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劝导、纠违，成为农村交通
管制工作中的新生力量。为进一步提升道路安全水平，该镇
将在全镇95个村建立村交通劝导站。

为提醒驾驶人安全文明出行，陈庄镇在全镇各村重点路
段均建设减速带，并多次开展“平安行”道路交通志愿服务
活动，针对农村面包车、电动车、摩托车多，三轮车载客
多、无牌无证多、超员超载多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安全宣传
和劝导。今年，陈庄镇又在全镇除拆迁村以外的91个村显著
位置安装了清晰美观、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的交通安全宣传
栏，提高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引导群众践行文明交通行为，
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农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杨万卿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在山东省“厚道鲁商”倡树行动指

导委员会组织开展的2018“厚道鲁商”品牌企业发布工作
中，山东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山航”）获评2018
年山东省“厚道鲁商”品牌企业。

山东省“厚道鲁商”倡树行动旨在展示和宣传一批在守
法诚信经营、人本和谐管理、履行社会责任和创新企业文化
四个方面作出突出成绩的优秀企业，打造具有中国特色、齐
鲁风格、时代特征的新鲁商文化品牌，以服务山东经济社会
发展，努力开创山东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科学发展、和谐发
展、创新发展新局面。“厚道鲁商”倡树行动和品牌企业评
选是山东省委、省政府的重点工作，“厚道鲁商”品牌企业
采取省（五星级）、市（四星级）、县（三星级）三级创评
机制，建立品牌三级联创信息管理系统，形成了自下而上分
层递进的工作格局。经过信息填报、指标审核、逐级推荐、
征求意见、专家评审、公示公告等工作环节，最终确定124家
上榜企业。

作为山东省第一家本土航空公司，山航用自身的跨越式
发展，填补了山东民航运输与飞机维修产业的空白，搭建起
了山东连接世界的“空中桥梁”。目前，山航已安全飞行25
年，用自己精益求精的服务品质和日趋完善的管理体系，为
民航争得了荣誉，也获得了越来越多旅客的高度肯定。2017
年，山航获得由中国质量协会评选的第17届全国质量奖，成
为首家也是唯一一家获奖的民航企业，实现了中国民航历史
上零的突破。2015年至2018年，山航集团本部连续四年被评
为“全国文明单位”。2018年第15届“中国500最具价值品
牌”发布会，山航以416 . 52亿元的品牌价值位列第99位，连
续两年跻身前百位，连续11年获评“中国500最具价值品
牌”。今年第五届“CAPSE民航服务峰会”，山航连续5年
获得“最佳航空公司奖”。

全力保护生态环境 形成一批样板项目

山东绿色交通示范省创建通过考核

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召开

济青高速改扩建经验与各国分享

山航获评

2018年山东省“厚道鲁商”品牌企业

陈庄镇：“两员”

成农村交通管制工作新生力量

204国道烟上线日照段

大中修工程开工建设

泰安公交公司“微党课”

提升整体服务质量

□记者 王晓芳 报道
本报莱西讯 6月11日上午，历时58

分钟，重达1 . 4万吨、长约220米的潍莱
高铁跨海青铁路特大桥平稳地实现空中
转体42°。该工程是潍莱高铁全线唯一
一个转体工程，标志着潍莱高铁莱西方
向双向架梁通道基本贯通，为潍莱高铁
潍坊至莱西段2020年底顺利通车奠定了
坚实基础。

从线路走向上看，潍莱高铁与单线
电气化铁路海青铁路在平度市门村镇斜
交，与海青铁路交叉。“如果按照常规
的挂篮法施工，只能按照路局要求要
点，每天白天施工3小时左右。”中国
建筑潍莱高铁项目部项目经理程金生
说，为确保海青铁路营业线安全万无一
失，所以采用转体施工工法。

所谓转体，通俗地说就像推磨盘，
在桥墩上装个转盘，利用千斤顶推着桥
转动。据介绍，该转体梁分为13个节
段，在距离海青铁路22米以外的位置采
用平行既有海青铁路悬臂法施工，再转
体，最后合龙的施工方法，这一工法极
大缩短了施工工期，降低了安全风险，
确保了营业线安全。

“转体梁与海青线既有线路接触网
线最小垂直距离仅1 . 32米，这已是国内
离既有线铁路最近的一条高速铁路，安
全管理形势异常严峻。”程金生介绍
说。

现场整个转体过程一气呵成，衔
接 顺 畅 。 在 1 2 0 分钟的 铁 路 “ 天 窗
点”，通过转体前称重配重、试转、
正式转体，长达110米的“双臂”，最

终 用 时 5 8 分 钟 实 现 空 中 完 美 “ 转
身”，值得一提的是，BIM和信息化
技术的广泛应用为该连续梁转体成功
提供了重要保障。

潍莱高铁自济青高铁潍坊北站引
出，向东经昌邑市、平度市、莱西市，
引 入 青 荣 城际铁 路 莱 西 北 站 ， 全 长
125 . 7km，为双线高速铁路，设计行车速
度350公里/小时。全线设潍坊北、昌邑
南、平度北、莱西北4个车站，设王伯村
线路所、郎家庄线路所、莱西东线路
所、红旗线路所4个线路所。全线工程
2018年1月1日开工建设，计划2020年底
具备通车条件。

潍莱高铁跨海青铁路大桥平稳转体

□记者 王晓芳 报道
本报济南讯 6月16日，为期两天的第

十届中美物流会议暨济南国际供应链人才
创新城市合作论坛在济南落下帷幕。来自
政产学研的中美物流专家齐聚济南，共话
全球物流业发展最新趋势及中美行业合作
机会，进一步推动济南成为中国国际物流
与供应链人才的培养和聚集基地，为济南
打造“一城四中心”智慧物流名城进一步

奠定基础。
聚焦物流创新发展，把济南打造成

“一城四中心”中国智慧物流名城。其
中，打造中国物流人才培育中心是“四中
心”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中国物流人才
培育中心建设，济南加快步伐。2018年4
月，山东财经大学与中美物流联合会签署
《国际化教育战略合作协议》。2018年9
月，济南职业学院与中美物流联合会合作

启动《中美物流联合培养项目》，这也是
中国物流管理专科教育与ALEP美国物流与
供应链教育体系的第一次对接探索，为建
立多层次、多元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提升
物流产业国际化水平提供有力的人才支
撑。

本次会议，中美物流联合会会长克拉
克先生围绕《全球物流业发展最新趋势及
中美行业合作机会》作专题报告，分享了

《欧美货运与物流管理体制研究及经验借
鉴》研究，同时介绍欧美国家物流政策是
如何驱动物流业效率提升的，以及它对中
国的借鉴意义。

济南大学商学院、标准化学院党委
书记，山东物流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葛金
田在会上指出，应把现代供应链创新应
用，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提升物流运
作效率作为主攻方向。

济南国际供应链人才创新城市合作论坛召开

□田源 刘宁 报道
本报菏泽讯 6月6日，芒种节气，

正是鲁南地区抢收麦子最忙的日子，在
菏泽市定陶境内枣菏高速建设项目八分
部工地上，几台压路机在路基土方上忙
碌地来回穿梭，整个工地呈现出热火朝
天的劳动景象。这只是枣菏高速公路建
设项目抢抓夏季黄金施工期，全线掀起
“百日大干”攻坚建设高潮的一个缩
影，目前，全线路基土方已完成80%。

枣菏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是全省“九
纵五横一环七连”高速公路网中“一
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起枣庄市，向
西跨越微山湖，经济宁、菏泽市，横贯
了 整 个 “ 鲁 南 经济带 ” ， 线 路 全 长
177 . 767公里。该项目建成后对促进鲁南

经济带战略规划的实施，拓展岚山港对
港口腹地的辐射，继而带动港口经济跨
越式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据枣菏高速项目公司副总经理孙波
介绍，今年是枣菏高速公路建设的决胜
年，为了全力推进枣菏高速公路项目工
程建设，确保完成今年年底主线贯通和
明年通车目标，项目公司结合旱季大干
高潮和省厅组织的劳动竞赛活动，根据
全线施工环境和进度，详细制订了34个
节点，结合每一个节点，对全线8个项目
部完成情况进行考核，拿出3000万元奖
励先进项目部。目前，全线路基土方已
完成80%。

南四湖特大桥是枣菏高速公路项目
工程建设的重要节点，主要由白马河航

道桥、京杭运河主航道桥和南阳互通立
交桥组成，南四湖特大桥的顺利合龙，
是确保年底主线贯通的关键，为此，山
东路桥总承包项目部积极全线掀起“百
日大干”攻坚活动高潮。

南阳互通桥由于互通结构的特殊
性，采用全现浇施工，为加快施工进
度，全桥采用4500片贝雷支架施工，有
两家施工队伍，由两端向中间施工。跨
京杭运河航道桥是首段双塔斜拉桥，塔
高79 . 9米，塔柱采用爬模系统进行施
工，目前处于封顶施工阶段，主梁采用
牵索式挂篮系统进行施工，大大加快了
施工进度，根据现在施工进度，白马河
航道桥和京杭运河航道桥能在9月底实现
全桥合龙。

抢抓夏季黄金施工期

枣菏高速全线路基土方已完成80%

潍莱高铁跨海青铁路特大桥平稳
地实现空中转体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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