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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姜国乐 张誉耀
本报通讯员 张长青

盛夏时节，在邹城市东华重工高端煤
机装备升级改造项目现场，只见挖掘机、
水泥搅拌车来回穿梭、建筑工人正在紧张
施工，整个项目现场一派繁忙，和天气一
样火热。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于去年9月开
工，总投资3 . 9亿元，扩建现有车间12 . 7万
平方米，目前下料车间设备已安装完成，
结构件车间主体等已完成过半，项目建成
后可实现年产液压支架产品900架，大修
理液压支架产品1800架。“多亏了邹城市
工信局和凫山街道办事处成立工作专班负
责推进，面对面、点对点地梳理项目建设
存在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优化流程，拉出
问题清单、责任清单，现场解决问题，力
促项目尽快投产达效。”东华重工技术中

心副主任修成蔚表示，工期预计能够提前
6个月完成。

以东华重工项目为代表，邹城市聚力
“动能转换先行区、乡村振兴样板市、文
化建设示范区、创新创业新高地、生态优
美宜居城”的发展定位，对年初确定的67
个工业项目，逐个制作任务书、时间表，
实行挂图作战、专班包保，破解项目瓶颈
制约，推进项目快速建设。

位于邹城市大束镇的恒信食用菌智能
产业化项目便是其中一例。该项目在今年
6月份的济宁市重点项目现场观摩评比中
荣获十佳项目，也是目前全国金针菇单体
最大的工厂化食用菌企业，总投资10亿
元，仅项目一期就可日产金针菇120吨。

“项目推进不仅快速，而且高效。但
前期基础建设中也有困难，‘万事开头
难’嘛。”恒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徐燕告诉记者，因为食用菌培育厂房受

全自动智能化控制系统控制，需要架设双
回路电源保障全天候不间断供电，涉及供
电部门审批、资金拨付、占用耕地赔偿等
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食用菌的培育对
水量需求非常大，由于项目驻地没有铺设
供水管网，单靠企业内部的供水井远远达
不到生产需求。

为帮助企业解决用水用电难题，大束
镇政府积极协调供电公司优先审批并施
工，通过请专家勘测论证，决定采用有偿
共享使用附近村庄水源的方式来解决企业
用水问题；另一边，成立工作小组，向村
民讲解政策，对所占村民耕地进行统计测
量协商，消除附近村集体担心的影响村内
群众用水顾虑，今年年底涉及的3个村庄
平均可增加集体经济收入5万余元，将一
举改变过去企业发展与村集体经济增收
“两不相干”的现象，也为企业发展营造
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当时，政府的工作人员就驻扎在项
目现场，遇到什么困难就帮助我们解决什
么困难，真的特别好。”徐燕如是说。

在实际工作开展中，邹城市用活用好
指挥部工作机制，对11个指挥部承担的重
点工程，实行一季度一调度，现场评议，
公开排名，督促工作落实。对已经确定的
重点项目，全部由市级领导包保，加强跟
踪服务，把精力、资源、力量向项目一线
集中，实行一线推进、现场落实，重点推
动纳入省、市库的44个新旧动能转换项目
和2个济宁挂图作战的重点项目、61个工
业技改项目快投产、快达效，加快60条园
区城区道路升级改造进度，启动实施“湖
水东调、孟子湖清淤、城乡供水一体化、
大沙河下游和白马河上游”等生态水系5
大项目建设。

截至目前，邹城市67个工业项目累计完
成投资53 .47亿元，占全年任务的一半以上。

□ 本报记者 孟一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梅花 彭雪

新旧动能转换离不开重大项目的建设
引领，而如何通过创新服务加速签约项目
的落地、投产，已然成了地方政府必须面
对的现实课题。今年以来，曲阜市的每个
签约项目会在开工之前收到一份特别的调
查问卷，问卷的内容只有一条：“在贵项
目推进过程中，最可能遇到哪些困难？”

面对这样的一份问卷，尼山圣境二期
项目给出的答复是：地下管网的铺设。原
来，和尼山圣境一期项目相对聚集的建设
工程不同，二期项目包括尼山会堂、鲁源
小镇建设等多个零散分布于尼山腹地的子
项目，远离城区、穿山工程等现实困境，
管网设计和铺设成了项目方的隐忧。

是答卷更是课题，曲阜重大项目建设
指挥部保障办公室在回收问卷后，第一时

间邀请住建、规划、供电供水供气等相关
部门进行会商，成立了解决问题的保障专
班，并委托第三方曲阜名城设计院进行了
现场勘探和方案制定，几经修改后将初稿
交由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论证，
在项目开工前给出了科学的管网建设规
划。

“说实话，项目指挥部把服务做得这么
靠前很出乎我们预料，而且，一下子就解决
了我们开工前最头疼、最纠结的问题。”尼
山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敏
娜表示，这种把项目建设困难前置解决的
做法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施工中断，对项目
方来说是个值得点赞的好法子。

“想要项目建设快，就得先工程一步
‘治未病’，把难题破解、项目验收等关
口前移。”曲阜市委书记刘东波直言，这
种从中国传统医学中借来的概念用在项目
建设上非常实用。因为，如果一个项目在

建设过程中才不断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不仅会无限期地拖长工期，
甚至有可能因为缺少科学的预测和准备造
成项目搁置等大问题。

抓项目建设，指挥部制度是行之有效
的办法，且在各地被广泛采用，而曲阜
市，除和其它地区一样成立了推进办公室
外，还专门配备了保障办公室，由曲阜市
委副书记、市长担任主任，发改局、财
政、住建等部门单位组成，专注解决制约
重点项目推进的重大事项和问题。

俗话讲，“凡事预则立，不预则
废”，保障办公室的工作不只体现在重大
事项和问题的解决上，还包括项目审核、
验收等环节的整体前移。

7月25日，记者来到位于陵城镇的天
利药用辅料有限公司项目施工现场，目前，
该项目基本完工，而多项审核已经在几个
月前就提前完成了，验收速度极速提升。

“过去，竣工验收非常复杂，各个部门需要
排着号上门。最麻烦的是验收过程发现问
题，工程返工不仅要花费大量时间，整体
工程完工后的整改成本也很大。”天力药
辅总经理孔维鸾说，如今，保障办公室不
仅推出了联合验收服务，使多部门在同一
时间开展不同项目的验收，更在工程过半
后即邀请有关部门到施工现场进行技术指
导，有问题早发现、早治理，大大降低了
整改的时间和资金成本。

项目保障和服务的整体前移，使曲阜
重大项目的推进少了很多突发难题，多了
许多舒心顺畅。据统计，年初归档的82个
保障事项现已有近半数完成，并将在第三
季度实现加速冲刺。与此同时，曲阜还将
继续按照“大干三季度”的要求，进一步
落实“一线工作法”，健全完善市级领导
包保、挂图作战、“蓝黄红牌”督查奖惩
等机制，力促项目快建设、快投产。

□记者 吕光社 赵德鑫
通讯员 袁 进 报道
本报济宁讯 7月23日下午2：00，重

达12400吨的济宁火炬路跨线桥转体梁成功
完成“空中转体”90度，与南北两侧的桥
墩完美“邂逅”。随着火炬路跨线桥的转
体成功以及7月24日上午王母阁跨线桥成
功架设首片箱梁，济宁城市建设重点项目
取得新突破。

当天的转体施工从下午1：10开始，随
着现场指挥的一声令下，火炬路跨线桥转
体梁开始进行转体施工。该跨线桥为济宁
主城区内第一座转体桥梁，经现场工作人
员操作，转体梁成功完成“空中转体”，这标
志着火炬路跨线桥控制性节点工程取得突
破，工程建设驶入了完工的“快车道”，为9
月底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据了解，济宁市火炬路跨线桥涉铁高
架桥全长130米，在13#—14#墩处跨越济宁
世通物流专用线，与济宁世通物流专用线
交叉角度74 . 43°；14#—15#墩处跨越新兖
铁路，与新兖铁路上行线交叉角度89 . 46°，
此次转体施工主要由三大构件发挥作用，
分别是转体梁、14#主墩承台及墩柱。转体
梁长120米、宽22 . 4米，重达12400吨，连续浇
筑共计75小时，于6月16日浇筑完成；承载转
体梁的14#主墩承台、墩柱于1月底浇筑完
成，承台分三层，上层为上转盘，中层放置
转体球铰支座（球铰23t），下层为下转
盘。转体梁及主墩承台墩柱的高标准浇
筑，为转体施工提供了坚强保障。

火炬路上跨桥转体施工需跨越新兖铁
路，新兖铁路属于繁忙干线，来往列车
多，安全要求高。而跨线桥的施工，会对
铁路运输和既有设备造成较大影响，需对
铁路沿线电力、通信、信号及接触网立柱
等既有设备进行改移后，方可进行桥梁转
体施工。为了保证铁路运输安全和工程的
顺利实施，济宁市主城区城建重点项目建
设指挥部及济宁市住建局积极与济南铁路

局各站段和主管业务处联系，经过三次铁
路封锁施工后，顺利完成三电迁改。

该桥预应力采用三向预应力，工艺工
序复杂，施工难度大，质量控制要求严
格。该转体梁跨越的新兖铁路线为铁路繁
忙干线，安全管理压力大。为确保顺利转
体，此次施工采用了安全、合理的球铰安
装施工方法，有效地控制了因曲线梁偏心
等原因引发的转体倾覆安全风险。经过现
场技术、作业、测量人员有序联动，有效
解决了转体前的各项难题。

7月24日上午，王母阁路跨线桥传来
喜讯：跨线桥成功架设首片箱梁。当天上
午8:00首片箱梁吊装上车，从梁场出发，
上午9:30箱梁到达施工现场，准备吊装，
经过30分钟的操作，重达150多吨、长度为
3 0米的混凝土预制箱梁稳稳地坐落在
WMe16、WMe17号墩身上，首片箱梁顺利
架设完成，王母阁路跨线桥正式进入箱梁
架设阶段。

王母阁路跨线桥工程全长1 . 283千米，
北起车站西路以北，向南跨越车站西路、
电厂专用铁路线、日菏铁路、规划济州
路，在诗圣路前接地，双向4车道，标准
桥宽17 . 5米。目前，已完成改迁管线45千
米、完成荷花路雨水泵站迁建一座；非涉
铁部分桩基工程全部完成，涉铁段桩基已
完成85%，承台完成90%、墩柱完成81%，
盖梁、箱梁浇筑有序进行。王母阁路跨线
桥工程计划8月完成剩余承台、墩柱施
工，年底完成盖梁浇筑、张拉施工，力争
年底前具备转体条件。

下一步，主城区城建重点项目建设指
挥部，将积极响应济宁市委、市政府“大
干三季度”号召，深入开展“夏日攻势”
活动，全力破解“交通拥堵”等卡点问
题，持续开展第二个“百日攻坚”行动，
重点突出推进火炬路跨线桥工程，奋力推
进王母阁路跨线桥等城建重点项目建设，
确保按期完工。

□记者 张誉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7月25日，记者从济宁市发改委了解到，

近日，济宁市小麦市场价格已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收购价，
具备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的条件。省有关部门批
复该市政策性委托收储库点22个，将陆续启动收购。

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是国家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提
高种粮农民积极性出台的一项惠农政策，既是一项业务工
作，更是一项政治任务。7月22日，省发展改革委、省粮
食和物资局、省农业农村厅、农发行山东省分行、中储粮
山东分公司等五部门《关于在济宁菏泽两市启动2019年小
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的通知》，批复济宁启动小麦最低
收购价执行预案。济宁市发展改革委将成立两个督导检查
组，到各县（市、区）进行督导检查，要求各县（市、
区）制定收购工作预案，密切关注收购情况，力争多布设
收购网点，方便农民就近售粮，同时要求各委托收储库点
严格执行国家收购政策，创新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水平，
敞开收购农民余粮，防止农民“卖粮难”现象发生，切实
保护好种粮农民利益。

济宁启动

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王传钧 报道
本报济宁讯 7月26日，济宁能源发展集团2019年第

一期5亿元中期票据在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成功发行。
这是上半年全国同行业同级别中首单成功发行的中期票
据，也是该集团继济矿物流京杭铁水联运15亿元项目收益
债成功发行后的又一资本市场直融债券。

据济宁能源发展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广宇介
绍，5亿元中期票据的成功发行是7月份以来集团迎来的第
三件大喜事，前两件大喜事分别是：7月12日，济宁能源
发展集团与陕煤集团就山东京杭铁水联运物流项目成功签
约、注册资本金增加到8亿元；7月19日，济宁能源发展集
团与上海旗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联姻”，共同成立
了山东山防电磁驱动技术有限公司，标志着一个全新的工
业智能电磁动力系统项目正式落地济宁，拉开了集团与上
海旗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制造产业合作的序幕。

济宁能源发展集团

5亿元中期票据成功发行

□记者 张誉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7月24日，记者从济宁市商务局获悉，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定于2019年11月5日至10日在中
国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山东省交易团设济宁市交
易分团，即日起可进行报名。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由主场外交、国家综合展、
企业商业展、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组成。展览面积33万平方米，
其中国家综合展3万平方米，拟邀60个国家参展，只展示不成
交；企业商业展30万平方米，涵盖装备、消费、食品、健康、服务
等五大板块。来自相关企业、社会组织、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的
采购商、业内人士、专家学者等，可以专业观众的身份报名注
册，到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观展、洽谈、采购。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设济宁市交易分团

设项目保障办公室 部门服务先期介入

曲阜关口前移“治未病”

盯紧大项目，实行一线推进、现场落实———

邹城：精力资源力量向一线集中

济宁城建重点项目步入完工“快车道”

万吨桥梁实现“空中转体”

火炬路跨线桥转体梁成功完成“空中转体”，与南北两侧的桥墩完美对接。

火炬路跨线桥转体梁正在“空中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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