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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杨 辉

□记者 陈明 吴荣欣 报道

本报平邑讯 1 1月 1 5日 1 5点 3 0
分，随着重达105 . 3吨的箱梁在新台高

速平邑段公家庄水库大桥准确就位，由

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投资建设的新台高速

首座大桥箱梁安装任务顺利完成，此次

架梁任务的圆满完成，是全线取得的又

一控制性节点工程的胜利，标志着全线

桥梁施工重点由下部工程转向上部工

程，为2020年按时通车提供了有力保

障。

公家庄水库大桥位于临沂市平邑县

境内，由新台高速第二标段承建。全长
545米，预制箱梁，肋板式桥台，左右

幅错孔布置，全桥共有桩基88根，墩柱
74个，最大桩长18米，最大墩高20 . 047
米，最大跨径30米。自今年3月份开工

以来，针对该大桥施工计划，新台项目

办组织相关参建单位稳步推进，根据现

场情况及时优化施工方案，采取墩柱

（带中系梁）施工由两次浇筑改为一次

浇筑等施工工法，克服了工期紧、任务

重、场地受限、连续降雨天气等困难。

施工中严格按照《齐鲁交通高速公路施

工标准化技术指南》等建设要求，强化

安全质量管控，严格规范施工，确保了

桥梁施工过程的质量可靠、安全可控。

新泰至台儿庄(鲁苏界)公路是山东

省“九纵五横一环七连”高速公路网规划

中“纵五”重要路段，是介于京沪、京台

高速间重要省际通道。截至目前，新台项

目开工累计完成路基挖方82%，路基填方
5 9%；桥梁桩基完成 9 4%，承台完成
83%，桥梁墩柱完成74%，预制梁板完成
50%；隧道掘进工程累计完成84%，隧道

二衬累计完成50%。

□ 常 青

本月底，备受关注的日兰高铁日照至
曲阜段即将建成通车，这条我省有史以来
建设里程最长、建设条件最复杂、沿线人
口最多的铁路项目，是国家八横八纵高铁
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沂蒙革命老区建
成的首条高铁，将结束临沂不通高铁的历
史。即将迈入“高铁新时代”的临沂将因

为高铁的到来大大改善人们的出行方式，
更为沂蒙经济腾飞注入不竭动力。

日兰高铁日曲段建成后，将与京沪高
铁、青连铁路、郑徐客专以及规划的雄商
高铁、京沪二通道等5条干线铁路实现互联
互通，形成北接京津冀、南通长三角，西
连中原、东达沿海的高铁网络，鲁南地区
的出行条件将得到全面改善。相关专家表
示，未来在新型轨道交通技术和更高衔接换
乘能力的支持下，我国城市交通圈将更加紧
凑。从临沂出发，一小时到济南，三小时到
西安，六小时到兰州、西宁。

高铁带给临沂的远不止缩短了出行时
间这么简单。鲁南高铁建成通车后，我省各
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将更加频繁，临沂市和
与之相邻城市的空间关系将会重构，尤其将

加深与华北、华东经济带的联系，拓宽了齐
鲁大地与外界联络的通道。

临沂交通相对完善，唯独缺高铁这一
环节。作为全国著名的物流商贸之都，北
接京津冀，南接苏沪杭，高铁开通后将有
效促进临沂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快速流
动，为临沂产业全面升级，区域经济、城
镇化发展乃至国际化建设等方面创造难得
机遇，为未来地区发展提供便利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伴随高铁而来的高铁
经济正在临沂大地上逐步扩散影响。随着
日兰高铁通车在即，临沂高铁片区也在加
紧建设中。临沂高铁片区位于临沂市兰山
区，总用地约23平方公里，定位为全国高
铁客货捷运新枢纽、临沂城市现代服务新
门户、产城融合生态魅力新城区。根据相

关规划显示，高铁片区突出高铁枢纽功
能，进一步优化高铁站周边交通设施配
置，完善与市内外各类交通衔接，更好地
满足群众出行需求。要突出生态宜居，统
筹绿色廊道和景观建设，引入优质教育、
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资源。业内人士认
为，高铁片区未来将成为临沂经济社会发
展的新引擎、新的经济增长点。

据相关报道，目前临沂正在重点建
设鲁南、京沪二通道、济莱临、临沂至
连云港4条高铁和临沂至连云港、沂水至
临朐2条普通铁路，构筑“米”字型高速
铁 路 主 骨 架 和 “ 四 纵 四 横 ” 普 通 铁 路
网。借由高铁的通行便利，临沂将成为
我省乃至全国的重要交通枢纽，助力临
沂经济腾飞。

□通讯员 邢桂翔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加快新产品、新技术在齐鲁交通发展

集团公司落地推广，助推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
提升高速公路建设品质，齐鲁交通材料技术开发公司研发
的环保稳定型橡胶沥青在青兰高速项目（东阿至聊城段）
完成试验段铺设。

环保稳定型橡胶沥青具有突出的高、低温稳定性、优
异的耐疲劳性能，通过将净味剂加入到稳定型橡胶沥青
中，有效抑制了二氧化硫、氧化氮等有害物质的生成与挥
发，改善了沥青及沥青混合料的生产和施工环境。环保稳
定型橡胶沥青的应用与推广，可有效解决废旧车胎的“黑
色污染”问题，节约石油资源。

青兰高速（东阿至聊城段）是国家高速公路网和山东
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穿聊城东西方向的重要
高速通道。此次环保稳定型橡胶沥青的成功铺设，为该成
果今后在集团公司高速公路建设中推广应用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高铁将为沂蒙经济腾飞注入不竭动力

环保稳定型橡胶沥青

在青兰高速完成试验段铺设

新台高速首座大桥完成箱梁架设

□记 者 吴荣欣 通讯员 王超 杨鸣 报道
11月12日，记者了解到，由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投资建设的济泰高速公路路面工程完成路面上基层试验段摊铺，为沥青路面的的

连续摊铺创造了良好的施工条件。
此次上基层试验段设计为10厘米大粒径透水性沥青混合料，试验段长度为375米。施工中，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项目部统筹规

划，严格控制各项技术参数，记录各项试验重要数据，确保上基层摊铺顺利进行。据悉，项目部将在11月底完成全线桥梁下构施
工，12月底完成全线桥梁箱梁架设及隧道贯通任务。

济泰高速公路顺利完成路面上基层试验段摊铺

□记者 陈明 吴荣欣 报道
本报临沂讯 11月12日，由齐鲁交

通发展集团投资，山东鲁中公路建设有
限公司承建的京沪高速新泰至临沂段改
扩建工程十标段沥青上面层试验段顺利
完成铺筑，标志着十标段全面进入沥青
上面层施工阶段。

该试验段位于京沪高速北京方向
k703+300-k703+700，长400米，设计厚
度 4 厘 米 ， 宽 1 8 . 7 5 米 ， 采 用 一 台
PowerDT2360超大型抗离析摊铺机进行
一次性全断面摊铺。由于该试验段在全
线率先采用全断面施工，为顺利完成摊
铺任务，项目办和监理、施工单位提前

谋划，从人员、材料、机械设备等方面
进行了详尽的安排和充分的准备，试铺
前进行了安全和技术三级交底，试铺过
程中严格管控，保证施工现场沥青混合
料的拌和、运输、摊铺及碾压工作有序
进行，最终顺利完成了试验段铺筑任
务。

此次试验路铺筑的完成，验证了首
个施工方案的可行性，增加了全断面超
宽摊铺施工经验，验证了沥青混合料配
合比，规范了施工工艺流程，为今后全
线的大面积施工提供了各项技术与质量
参数，为加快推进施工进度、力争项目
提前完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京沪新泰至临沂改扩建

十标段沥青上面层试验段完成铺筑

□田源 周勇军 报道
本报菏泽讯 随着巨单高速公路最

后沥青路面施工结束，主线全线贯通，
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目前，全线正
在全力以赴进行波形梁护栏、交通安全
标识和边坡绿化施工，以确保年底通
车。

巨单高速公路是山东省“九纵五横
一环七射多连”高速路网规划中的“纵
八”的重要路段，也是鲁皖联系的唯一
省际高速通道。该高速公路位于菏泽市

境内，主线全长116 . 202公里，采用双向
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时速120km/
h，路基宽度27米。沿线设巨野、单县服
务区2处，成武停车区1处，巨野西、章
缝、大田集、成武东、单县北、单县
南、龙王庙收费站7处。该项目概算总投
资89 . 12亿元，采用BOT模式，由中国能
建葛洲坝集团投资、建设、运营，计划
年底建成通车，届时，将提前一年实现
全省“十三五规划”中县县通高速的目
标。

巨单高速公路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记 者 陈明 吴荣欣
通讯员 王大伟 报道

本报临沂讯 11月13日上午11时，
伴随着最后一车混凝土的浇筑完毕，
由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投资、山东旗舰
建设集团承建的京沪高速公路新泰至
临沂（鲁苏界）段改扩建工程房建四
标段北城新区收费站综合楼圆满完成
封顶，标志着全线房建工程建设进入
新阶段。

据悉，北城新区收费站综合楼设计

使用年限为50年，结构类型为框架结构，
其总建筑面积为1377平方米，建筑总高度
为15 . 1米，于8月中旬开工建设。为顺利
完成综合楼建设，项目办狠抓落实，统筹
调度，科学规划，精心组织，发扬“爱岗
敬业、开拓进取”的铁军精神，努力克服
雨季施工等多重困难，抢时间、拼速度，
在保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提前一个月完
成了综合楼主体封顶，为全线房建工程树
立了样板，为项目顺利通车奠定了坚实基
础。

临沂北城新区收费站

综合楼封顶

□吴荣欣 陈昕路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自10月14日“潍坊—青岛”“潍坊—威

海”两条省内集装箱航线开通以来，短短一个月时间，潍
坊港集装箱业务量增长迅速，航线开通的社会效益、经济
效益凸显。

据了解，两条航线开通以来，充分发挥潍坊地区货源
充足的优势，班期稳定在一周1班，其中中谷海运“潍坊—
青岛”航线计划逐渐加密至每周2班，在为客户提供更加便
捷的一站式物流服务的同时，降低了潍坊腹地内生产企业
的物流成本，提高了潍坊港的经济效益。

下一步，潍坊港将借助省港口集团的平台优势，持续
探索开通潍坊港至环渤海湾其它港口的直达航线，带动航
运及客运资源要素加快聚集，实现各兄弟港口之间码头、
货源、技术等相关资源的共享，为推进“三合发展”，实
现“三个更加”“三个满意”作出更大贡献。

潍坊港集装箱业务量
增长迅速

□记者 常青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1月14日，山东航空青岛至北海道（札

幌）往返新航线开飞发布会在青岛成功举办。记者从现场
了解到，山航青岛至北海道（札幌）往返航线将于11月29
日正式开通。该航线的开通架起了山东省与日本之间的又
一座空中桥梁，进一步丰富了山航的国际航线网络，增强
了山航在日本的网络辐射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据介绍，山航青岛至北海道（札幌）往返航线由波音
737-800机型执飞，航班号为SC2255，班期为每周五、周
六、周日，14:40（北京时间）青岛起飞，19:00（日本当地
时间）到达札幌。札幌至青岛航线，航班号为SC2256，班
期为每周五、周六、周日，20:00（日本当地时间）札幌起
飞，23:05（北京时间）到达青岛。飞行时间为三个半小
时。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历史关系源远流长，青岛至北海
道（札幌）往返新航线开通后，至此山航已开通7条由济
南、青岛、乌鲁木齐、昆明等地通往日本的国际航线，为
山东省内乃至全国旅客的出行提供了更加便利的交通条
件。

山航青岛北海道（札幌）航线

将开航

工人正在安装车距确认标识牌。

□通讯员 李星华 报道
本报成武讯 成武县加大路域环境整治力度，加强

“四好农村路”建设，日前在菏泽市路长制、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工作中受到高度评价。

开展国省道乱搭乱建拆除集中行动。该县全面排查，
摸清底数，严格奖惩，销号整改，共核实认定915处违章建
筑，清理违章面积81206平方米。重点对新外环路、临商
路、定砀路、枣曹路等路段进行整治，针对沿线村庄多、
商业门面多、拆迁难度大等问题，县委、县政府狠下决
心，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对公路用地边线15米内房屋进行
拆除。目前，已投资约1 . 1亿元，共拆除房屋3800余间
75289平方米。同时，加强公路两侧建筑控制区管理，进一
步明确公路两侧建筑红线，从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高速
公路不少于30米、国道不少于20米、省道不少于15米、县
道不少于10米，强化日常管理，严格落实审批制度，确保
不出现新的建筑物。

高标准恢复路肩。定砀路、枣曹路、临商路路肩不少
于8米，坚持三季有花、四季常青、错落有致、色彩丰富的
原则，目前已完成路肩绿化约49万平方米。将道路绿化与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相结合，严格按照国省道边沟外每侧绿
化带标准不低于100米、高速公路不低于200米，流转土地
15400余亩。目前，植树面积13938余亩32万余株。积极发
展林下经济，林下牡丹育苗6000余亩，既美化了环境又调
整了产业种植结构。特别是正在建设的德上高速公路及德
上高速连接线，提前两年进行绿化，绿化效果初步显现。

该县克服资金短缺、物料上涨等不利因素，采取项目
置换的办法，与国和集团签订建设合作协议，累计完成投
资8 . 6亿元，新改建公路913 . 5公里。其中，提档升级县乡
主干道97 . 5公里、窄危桥31座。县道张田路长9 . 8公里，路
面宽12米，路肩宽5米，11月底前竣工通车；县道成汶路长
11 . 5公里，路面宽15米，路肩宽5米，11月底前竣工通车。
2019年计划改造320公里。目前，县道成汶路完成铺油2公
里，完成水稳铺设4公里。县道张田路完成石灰碎石冷再生
底基层6公里，完成水稳铺设2公里；乡道43 . 8公里已全部
完成；村道铺设223公里，完成88%。

谈及下一步工作重点，成武县县长黄福常说：“将全面
落实‘路长制’各项工作任务，将每条干线公路打造成畅
通、安全、舒适、美观的景观路，让公众享受‘车在林
中、路在绿中、人在景中’的生态之美、乡村之美，提升
沿线群众出行的舒适度和满意度。”

成武打造畅安舒美景观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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