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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杨 辉

□ 本报记者 王晓芳
本报通讯员 耿 冲

北邻环渤海，南融“省会圈”，东连
“黄三角”，西接“隆起带”，依托滨德
高速、新京沪高速和德龙烟铁路在境内纵
横交错，乐陵可实现“40分钟到济南，70
分钟达天津，2小时抵北京”。依托便利的
交通区位优势和自有的产业优势，乐陵的
物流业正逐步成为驱动其经济社会发展的
“新引擎”。

“物流+互联网+大数据”

智汇园区打造供应链枢纽

沿着G2京沪高速乐陵西出口，一路向
北直行不足500米，就是乐陵市2019年落地
的山东乐达现代智汇综合物流园建设项目
区。11月22日，记者在现场看到，项目区
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现已获批项目用
地，完成整体规划设计。

“项目总投资9 . 1亿元，占地约500亩，
总建筑面积33万余平方米，主要建设冷链储
运、物流专线、城配快递、信息服务、电商产
业等功能区。项目建成后，预计年货物吞吐
量可达700万吨规模。”乐陵市交通运输局主
任科员张俊祥向记者介绍。

乐陵地处鲁冀两省四市交界，是国家
命名的中国金丝小枣之乡、中国特色魅力
城市、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山东省七个县
级区域性中心城市之一。当地特色资源丰
富，产业体系完备，电商兴起迅速，但作

为重要服务支撑的物流业还相对落后，缺
乏专业化综合物流园，传统仓储模式和分
散经营的物流体系已不能满足发展需要。

近年来，乐陵布局“西进南展东优”
城市框架，全速迈向建设富美和谐区域性
中心城市总目标，并规划优越地段支持现
代物流发展。为此，乐陵市交通运输局积
极引进山东乐达现代智汇综合物流园建设
项目，在冷链储运、电商孵化、城配“最
后一公里”等领域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
案，促进物流降本增效，增强物流发展动
能。

项目按照国家5A级物流园区标准规划
建设，将运用供应链信息平台、大数据和
国际化园区运营理念，将信息化应用融入
货物仓储物流全流程，集聚信息金融、货
运配载、城乡配送、总部办公、电商产业
链等功能，打造“电商+物流”的双引擎运
营，提供货物在园区的储存、集散、包装、加
工、分拣等一站式服务，构建链条完善、运行
流畅的闭环服务网络，从而实现延长产品供
应时间，提高货物溢价水平，降低物流成本，
缩短运输周期的目的。同时，项目区位于
城乡接合部，临近经济开发区、保税功能
区、乡镇产业园，有利于整合域内物流资
源，促进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的紧密融合。

乐陵市交通运输局局长杨海峰表示，
该项目以智慧服务促进城乡一体、南融北
接，服务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带动经济
提升、城乡就业，打造供应链中心枢纽和
津冀鲁物流通道重要节点，形成“联通城
乡、辐射周边、绿色共享”的示范效应，

能够真正实现物流园区和城市发展空间的
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政府搭台 企业共建

快递驿站

破解“最后一百米”难题

凭借手机短信轻松定位包裹位置，找
到包裹后，放在快递扫描仪上，通过识别
包裹面单上的条形码和人脸拍照，只需要3
到5秒钟，便可取走快递。11月22日，这一
幕发生在泰山现代城小区门口的快递驿站
内。

“凭着短信上边的信息货架号、层
号和包裹号可以很快进入到我们驿站里
边，找到自己包裹之后在我们的快递扫
描仪那边进行出库。”乐陵市交通运输
局 邮 政 业 发 展 中 心 副 主 任 张 军 介 绍 ，
“双十一”期间，每个驿站的包裹数量
都翻倍，快递扫描仪的使用节省了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

张军介绍，今年以来，乐陵市交通运
输局积极引导申通、中通、圆通、百世、韵达、
天天等6家快递企业，联合成立专业第三方
投递公司——— 乐陵启蒙物流有限公司，为市
区提供专业化、规范化、集中化投递服务。依
托“熊猫”平台，乐陵启蒙物流有限公司组织
设立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快递驿站，集中
投递和派发社区快件，破解“最后一百米”难
题，促进了快递企业、第三方公司和末端网
点互利共赢。

目前，乐陵市已在中心城区规模小区
试点建立标准化便民快递驿站20余家。快
递驿站易操作、门槛低，创造了更多就业
机会，6家快递企业也从无序竞争实现了互
惠共赢。

为规范快递服务行业发展，乐陵还建
立了快递行业工会，将各快递企业以及200
余名快递小哥吸纳为会员，开展送温暖、
技能培训等活动，提升行业发展凝聚力，
提升从业人员归属感。同时，通过“交邮
合作”设立了30家乡村物流点，不断完善
乡村物流服务网络。

下一步，乐陵快递行业将集聚力量、
加大投入，计划在德州各县市率先设立快
递自动分拣系统，加快末端网点标准化建
设，不断提升末端投递服务能力，促进行
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快速发展。

□记者 常青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济南公交公司获

悉，为更好地服务泉城夜经济发展，助力
“大强美富通”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
自11月22日24:00起，济南市首条24小时运
行线路—K101正式运行，实现公交夜间服
务再升级。

据悉，济南市入选“夜间经济十佳城

市”，“夜经济”已然成为济南城市形象
新名片，济南公交主动作为，迅速跟进服
务，在构建27条零点公交线网的基础上，
首次推出24小时运行线路，更好地服务市
民乘客夜间出行。

K101路连接经四路、泉城路、解放路
等市民出行、居住、旅游主要路段，途经
万达广场、趵突泉、恒隆广场、世贸国际

广场、宽厚里、黑虎泉等多个大型商圈和
旅游景点，同时，途经省立医院、市中心
医院等医疗机构，线路实现全天运营后，
将极大满足市民夜间出行需求。结合夜间
客流特点，K101路线00:00—1:00、4:00-5:
00发车间隔为30分钟，1:00-4:00发车间隔
为1小时，采取“准点发车、定点到站”的
服务模式，沿线路站点停靠，到站时间在

站牌公示，乘客可参照站牌公示时间和369
出行APP线路运行情况计划出行。

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和现代生活的多
元化，人们对夜间交通出行的要求也不断
增加，济南公交经过实地考察和反复论证，
构建了由27条线路组成的主客运走廊零点
公交网，零点公交线路全部启用“夜”字番
号，夜间服务辨识度有效增强。

□记者 常青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1月22日，由山东高

速集团投资建设的长深高速高青至广饶
项目通过交工验收，比原计划提前40天
完成施工任务，为本月底提前通车奠定
了基础。

交工验收会上，评审专家认真听取
了各参建单位工作汇报，查看了内业资

料和工程现场，经讨论，一致认为项目
已完成规定建设内容，符合设计要求，
质量合格，交工验收相关工作准备完
善，同意通过交工验收。

长深高速高青至广饶项目起自彭
家枢纽互通，与滨博高速相接，经高
青县、滨州市高新区、博兴县、广饶
县，终点顺接既有荣乌高速辛庄子枢

纽互通。该项目投资概算45 . 9亿元，
全长54 . 4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速
度120km/h，设服务区2处，收费站3
处，建成后可与滨博高速和荣乌高速
形成一条东西走向的高速通道，从滨
州市区去往胶东方向可至少节省半个
小 时 ， 并 结 束 博 兴 县 不 通 高 速 的 历
史。

□记者 常青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京沪高铁济南西站了解到，该站及

管内泰安、曲阜东、滕州东以及枣庄等站，将于近日正式启
用电子客票系统。目前，各站的系统配套设备均已安装到
位，并正在紧张的调试和试用过程中。

电子客票，是电子数据形式体现的铁路运输合同，“取
票”环节将彻底消失，这意味着传统乘坐火车时用作乘车凭
证的纸质车票，在今后的乘车过程中将不再是“必需品”。
实行电子客票后，纸质车票承载的旅客运输合同凭证、乘车
凭证、报销凭证功能将实现分离。

2018年，铁路部门曾在海南环岛高铁进行电子客票服务
试点，今年下半年开始大范围推广，京沪高铁即是此次推广
应用电子客票的线路之一，旅客在购票、进站乘车、退改签
等流程将发生一些相应的变化。

记者了解到，因为纸质车票的取消，网络购票的旅客，
可自行打印或下载购票信息单；人工窗口和自动售票机购票
的旅客现场打印购票信息单并当场核对，不再打印纸质车
票。购票信息单仅作为旅客购票的信息提示，不作为乘车凭
证。

换言之，实行电子客票后，有效身份证件（不仅仅是居
民身份证）即是乘车凭证。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
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
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可自动识读证
件的，可直接“刷证”检票进站乘车。使用户口本等不可自
动识读证件的，需“持证”通过人工通道完成实名制验证、
进出站检票等手续后进站乘车。

乘客可通过购票信息单、手机短信或扫描报销凭证上的
二维码等多种途径获知自己的座位号。网络购票电子支付的
旅客，开车前25分钟可通过12306网站或开车前在车站指定窗
口办理改签、退票手续；使用现金方式支付或已打印报销凭
证的旅客，须到车站指定窗口办理。

如需报销凭证，可于开车前或乘车日期之日起30日内，
凭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售票窗口（含自
动售取票机、代售点窗口）打印；超过30日的，可联系铁路
12306客服中心办理。报销凭证与原纸质车票外形相同，但纸
面印刷的信息不同，仅可作为报销使用，不能作为乘车凭证
使用。

□通讯员 张姗姗 报道
本报郓城讯 “现如今，我们的脱贫致富路可宽敞

了，两辆小型车并排开都没问题，所以我想学车考驾照，
好买个小型货车跑运输。”11月21日，在郓城县张营镇府
前大道东侧的练车场上，前来学车的张三村村民张亮亮如
是说。

近来，随着广大农民的收入不断增加，买车已不是难
事，但部分村恶劣的路况，让不少富起来的农民打消了开车
念头。今年起，郓城县按照上级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实现
脱贫致富路村村通，计划投资1 . 2亿元，实施村级公路网络
化工程，解决部分村内无主要硬化街道、村级断头路及村级
硬化路超期服役等问题，打造四通八达，便捷畅通的公路网
络。

脱贫致富路通到了家门口，路好走了，老百姓学车买车
的积极性一下就激发出来了。张营镇党委书记赵敬来介绍，
从去年至今，该镇投资650万元实施了张三村、张二村、仲
楼、小民屯等10个村的扶贫公益事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重
点对精准扶贫的仲楼、张三、车市、吴店等村的道路进行了
硬化，目前，张营镇有四家驾校在招收学员学车，85%以上
学员都是该镇村民。

济南首条24小时不打烊公交K101上线

依托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现代物流业蓬勃发展

“新引擎”驱动乐陵加速跑

长深高速高青至广饶段通过交工验收
提前40天完成施工任务，月底将通车

济南西站

将于近日启用电子客票

郓城脱贫致富路村村通

催生农民学车热

□陈昕路 王妍 报道
本报烟台讯 11月21日18:38，历时16个月，湖北玲珑轮

胎有限公司第一条全钢子午线轮胎顺利下线，这标志着湖北
玲珑轮胎已由前期筹备建设阶段转入投产阶段。

2018年7月6日，在玲珑轮胎上市两周年之际，玲珑轮
胎国内第四个生产基地——— 湖北玲珑轮胎有限公司项目正
式启动。据悉，湖北玲珑是玲珑轮胎“5+3”战略的重要支
撑，是该公司突破地域限制、立足资源整合，培育核心竞
争优势的又一重要举措。湖北玲珑轮胎项目规划用地面积
100多万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67万多平方米，产品主要
为全钢子午线轮胎、半钢子午线轮胎、工程胎等。项目建
成后，年可实现半钢子午线轮胎产能1200万套、全钢子午
线轮胎240万套，工程胎6万套，年可实现销售收入50多亿
元。湖北玲珑首条全钢子午线轮胎下线，对于该公司“零
距离”服务客户、提升市场占有率、降低物流成本等具有
重要意义。

湖北玲珑轮胎

首条全钢产品下线

□通讯员 张燕 许晓琳 报道
本报东平讯 11月21日下午，随着

CK1+159 . 5匝道桥钢箱梁E节段吊装就位
(上图)，董梁高速宁梁段东平湖互通立交
上跨济广、济徐高速部分全部钢箱梁吊装
完成，为主线桥、B、H、C匝道的贯通奠定
了坚实基础，标志着东平湖互通立交钢箱
梁施工中最大、最难的部分顺利完成。

东平湖枢纽互通立交是山东省最大
的双苜蓿式互通立交，设置匝道14条，
与G35济广高速、S33济徐高速交叉为高
接高的五路交叉的枢纽互通立交。其

中，5联钢箱梁桥是东平湖互通结构物施
工的关键性工程，也是董梁高速宁梁段
全线贯通的控制性工程。

根据东平湖互通立交主线桥与匝道
桥的具体情况，5联钢箱梁桥从横向与纵
向划分为不同节段，本次吊装共完成E节
段的5个节段，实现了跨高速区域的“微串
联”。

董梁高速公路东起青岛港董家口港
区，西至梁山与河南省台前县交界处，
设计时速120公里/小时，预计2020年底
建成通车，是山东省“九纵五横一环七

射多连”高速公路网中“横四”线的一
部分。项目建成后对于加强山东与中原
地区的联系、拓展港口腹地、改善沿线
投资环境、促进革命老区和山（湖）区
脱贫、带动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也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
间联系的重要通道。其中宁梁段东连京
台高速，西接河南省台辉高速，途经泰
安市宁阳县、东平县，济宁市汶上县、
梁山县，全长88 . 186公里，由齐鲁交通
发展集团和中建八局共同投资、建设、
运营、管理。

东平湖枢纽上跨钢箱梁完成吊装

□记者 常青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1月19日清晨5：50，

经过中铁十局2000多人360分钟的封锁要
点施工，胶济铁路新增权庄站开通，标
志着济南铁路枢纽货运大北环开通正式
进入倒计时，济南将在山东率先结束货
运列车穿城历史。

据悉，济南铁路枢纽货运大北环与
胶济铁路接轨新建权庄站，三次穿越既
有胶济铁路上下行正线。新建权庄站规
模设计为正线4条，到发线2条，道岔15
组。本次封锁要点施工为铁路营业线最
高等级Ⅰ级施工，涵盖工务、信号、通
信、信息、电力、电气化6个专业，其间
完成拨接线路、插铺道岔、大机捣固线
路、接触网换网、启用信号联锁、闭塞
设备等多项施工任务。

货运大北环铁路是济南铁路枢纽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确定的2019年开
通投入运营的重点工程项目之一。该项
目线路全长50 . 48公里，为一次建成双
线电气化铁路，共设5个车站。设计时
速120公里，设计年度货运量近期货流
密度6116万吨、远期货流密度8400万
吨。

济南铁路枢纽货运大北环建成后，
邯济、胶济及京沪铁路互联互通再添新
通道，三条铁路干线客货列车实现分
流，使济南铁路枢纽的功能更趋完善，
运输能力大为提高，对保障枢纽物资交
流的畅通、改善主城区铁路沿线环境质
量、服务济南“两翼展开、跨河发展”
战略起到重要作用。

济南将结束

货运列车穿城

通过识别包裹面单上的条形码和人脸拍
照，只需要3到5秒钟，居民便可取走自己的
快递。

□通讯员 孙占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山东省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评

审委员会发布第三十三届山东省管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
获奖名单，山东渤海湾港口集团申报的“以融合发展为核心
的二维管控体系的构建与实施”在全省申报的396项成果中脱
颖而出，荣获一等奖。

渤海湾港口集团自成立以来，按照山东省港口集团“三
个更加”“三个满意”和“合作、合力、合心”的三合发展
要求，落实“整合、融合、耦合”的发展理念，不断开拓创
新、积极进取，主动对接腹地企业，强化服务意识，加快提
升港口吞吐能力，助推山东港口高质量发展。

渤海湾港口集团

获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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