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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荣欣 邱学文 耿俊逸 报道
本报平邑讯 路面平整如新，车流密

而有序；路口渠化各行其道，停车港湾草
茂花繁；绿化乔灌搭配，管网全部下
地……8月18日，记者沿省道241线平邑县
城北段采访，谈起公路服务品质的提升，
当地群众和过往驾乘人员满面笑容。

今年4月份以来，平邑县按照上级统一
部署，扎实推进“公路服务品质提升年”活
动，坚持以人为本，强基础，抓重点，建立健
全长效机制，着力提升公路服务品质。

目前，平邑县已完成路面贴缝处置18
万余延米，路面坑槽挖补2000余平方米，
路基注浆1000余吨；完成补植灌木50多万

株，黑松5000多株，乔木2000多株；拆除
私搭乱建建筑物20余处，清理规范店外经
营78处，清理占道经营76起；融合平邑文
化和“中国金银花之乡”等元素，改造提
升日兰高速平邑出口、平邑东出口景观，
高标准打造城市名片。

省道241线与滨河路、泰山路交叉路
口，是平邑县城东部的一处重要交通节
点。省道241线与滨河路车辆有视线盲
区，省道241线和泰山路相交形成“剪子
口”，存在交通安全隐患。为解决这一问
题，平邑县投入400多万元，实施滨河路
下穿绕行改造和车辆分流改造。记者在现
场看到，车辆分流改造工程正在施工，

“剪子口”将实现车辆互通；滨河路下穿
绕行改造实施后，滨河路车辆将通过“小
立交”驶入省道241线，省道241线浚河大
桥压车问题也将随之解决。

平邑县同时也在探索公路管理的长效
机制。“原来这里大车出入较多，两侧路
域环境脏乱差。现在好了，有‘路长’负
责，天天抓环境整治，一天一个样，连平
交道口都硬化了，老百姓出行非常方
便。”在国道327线金岭村路口，村民张
先生指着刚刚硬化好的平交道口说。平邑
县铜石镇探索实行“路长制”，将国道
327线镇内沿线9公里内划分成8个片区，
每个片区由2名班子成员任“路长”，每

天对片区进行巡查管理，着力解决路边乱
摆乱放等“脏、乱、差”问题，改善道路
环境，优化群众出行生活体验，营造
“畅、安、舒、美、优”的道路环境。铜
石镇已累计投入资金260万元进行路域环
境整治，接下来还将把规划停车位、统一路
边广告牌匾等纳入“路长制”工作范围。

“铜石镇探索实行的‘路长制’，已
成为我们平邑县路公路服务品质提升工作
的一个先进典型和代表，我们将在全县范
围内进行推广。”平邑县委常委、县政府
党组成员张大伟说，平邑县将通过公路服
务品质提升改善群众出行条件，为地方经
济发展装上强有力的引擎。

□记者 王晓芳 吴荣欣 报道
本报广饶讯 初秋时节，淄河北

岸，站在不远处眺望，位于广饶县城东
南5公里外的桥头王村像一幅画卷在淄河
河畔徐徐展开，夕阳下，村舍、绿树相
映成趣，一排排徽派别墅贝联珠贯、丹
楹刻桷。

“以前出门都是泥土地，一遇到下
雨下雪出门太不方便了，现在出门就是
水泥路，汽车都能开进院子，群众的生
活方便了，质量提高了，我们村也成了
远近闻名的网红村。”谈到村庄道路的
变化，桥头王村党支部书记王春荣高兴
地介绍，2017年桥头王村就完成了进村
路及3条巷道全部硬化，实现了道路“户
户通”。而截至目前，广饶县已基本完
成全县通户道路硬化任务。

行走在广饶县大王镇封庙村，大气
精美的墙绘把村庄装扮得格外美丽，绿
化村道直通每家每户门口，即便是小巷
也都做了硬化，雨水和污水在地下分流
而行，村里每处空地都种上了花草，加
上村里对垃圾进行了分类处理，村容村
貌更加干净整洁。

然而，曾经的封庙村却是另一番景
象。除了村内主干道，其他都是土路，
且周边都长着高高的蒿草，村民秋后把
玉米秸堆放在街道上，加上排水不畅，
一到雨天，道路积水难行。

2011年，村党支部书记张其德上任
第一年，就定下两大工程：修路、挖
沟！村里没有钱，张其德就自己雇上车
到村西的淄河拉来砂子和石子，又赊了
330多吨水泥，自己带着村“两委”党员
打头阵下工地。到2012年春，村里大街
小巷全部打通，村内3条主街道硬化，道
路两侧半米深的排水沟也修建完成，困
扰村民多年的“老大难”问题彻底解

决。
村里不能一直靠赊账过日子。“路

修好了，进出方便了，咱就有了致富的
希望。”张其德介绍，封庙村引进了占
地500多亩的蔬菜合作社和占地800多亩
的胡萝卜种植基地，土地流转后的沟渠
边角地加上淄河开发占地，村集体经济
顺利破壳，年增收10万余元。

便利的交通带来了人气、财气，也
让封庙村加快了道路建设步伐。2014
年，该村从整体规划出发，因地制宜，
实施了户户通工程，村里9条小巷全部完
成硬化，并安装路灯220盏，实现了亮
化；2016年，三条长1200米、宽6米-8米
的环村路又建设完成；2018年，借助乡
村振兴示范区省级示范村建设契机，投
资近240万元，实施了雨污分流工程，并
对村户外墙进行了粉刷，种植600棵白皮
松，全面提升了村庄美化、亮化、绿化
水平。

道路承担着村民对幸福生活的憧
憬。桥头王村、封庙村仅是广饶县“户
户通”工程的缩影。作为我省“四好农
村路”建设示范县，广饶县把加快推进
农村公路建设作为城乡便捷出行惠民工
程，高标准规划建设投入。自2017年开
始，广饶县结合村庄经济条件实际，制
订道路建设计划。坚持先易后难，在经
济基础较强的村庄优先实施村庄道路硬
化，形成示范效应，带动整体突破。
2017年，投资1 . 1亿元，完成了82个村、
486条、190 . 7公里的村庄道路硬化及排
水等附属项目建设。2018年，投资5300
万元，完成了47个村、295条、84 . 1公里
的村庄道路硬化及附属工程项目建设。
2019年，广饶县投资5800万元，实施32
个村庄、224条街巷、52公里的村庄道路
硬化工程，全县达到“户户通”标准行
政村已有348个，达标率68 . 5%。

2020年，全县计划投资1 . 3亿元，实

施150个行政村的通户道路硬化任务，硬
化里程381 . 25公里。截至目前，已基本
完成全县通户道路硬化任务。到年底，
水泥混凝土（沥青混凝土）的路面结构
将达到95%以上，届时，广饶县农村通
户道路使用寿命将得到全面提升，进
一步增加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

广饶县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在全面完成“四好农村
路”建设和农村通户道路建设的情况
下，广饶县将进一步优化路网结构，进
一步提升道路等级，使道路通达深度持
续延伸，打通城乡之间“微循环”，建
立城乡融合发展新通道，让广大百姓进
得来、出得去、行得通、走得畅。立足
管长远、管根本，加快探索建立道路管
养新机制、新模式，巩固建设成果，实
现道路管养工作的无缝隙、全覆盖，延
长道路使用寿命。

□ 本 报 记 者 常 青
本报通讯员 赵 琪
本报实习生 刘文倩

“理线就像梳头发，焊线就像绣
花……”蹭掉泥土，穿上鞋套，中铁武汉
电气化局女子突击队队长王艳鸽一边说
着，一边带记者进入信号室。

一条条电缆线被排列得整整齐齐，颜
色分明，标识清晰，每一根线都能找到归
属，每一个出线孔都做得小巧美观，每一
个焊点都圆滑饱满……在潍坊至莱西铁路
昌邑站信号机械室里，看着这精美的信号
工艺，记者不禁感叹连连。

“四电”工程是高铁建设的最后一
棒，它将为高铁腾飞插上“电翅膀”。中
铁武汉电气化局女子突击队承担着潍莱高
铁“四电”中被誉为铁路“中枢神经”的
信号工程，主要负责室内布线、焊线、导

通、试验联调联试，室外箱盒配线、导
通、送电工作。这项工作既需“巧手”也
需“韧劲”。

目前，潍莱高铁已经进入联调联试阶
段，记者来到昌邑信号站时，队长王艳鸽
正带领队员在此值守，为联调联试保驾护
航。

“今年由于疫情影响，我们从3月底
才从湖北赶回工作，作为高铁建设的最后
一环，工期紧，任务重。”自进入项目以
来，每天早6点上工、晚10点结束是女子
突击队10名队员的工作常态，“休息”和
“回家”更是被队员们抛之脑后。“我们
一心一意就想把工作做好。”正是秉持这
样的信念，女子突击队曾12天就完成了潍
莱高铁1号中继站的所有施工任务，工艺质
量也被设备接管单位称赞为“最美工艺”。

铺缆线、接线头、调信号，在“做
到”的情况下，女子突击队员认为更要
“做到最好”。工作中，她们发现在信号
方向盒配线作业时，使用传统人为目测的
测量方法和电缆穿线方式，工艺质量平均
优良率只有85%。为精益求精，她们成立

QC小组，集思广益，经过多次实验，最
终采用BIM设计，用3D技术打印出高强度
的尼龙定位卡子，大大改善了方向盒配线
工艺质量和工作效率，使优良率达到
96 . 5%，避免了返工，还获得了一定的经
济效益。

此外，将爬架扩宽，将以前的外部出
线改成中间出线；给出线孔带上护齿套，
既能保护线又能更美观；门上贴上二维
码，扫描就知道设备配线详情……王艳鸽
不断为记者细数她们的每一项小革新。

取名突击队，是因为这群姑娘不仅
“巧手”，更是铿锵女将。在艰苦的工作
环境面前，她们从未退缩。昌邑站信号施
工在7月份，是天气最热的时候，信号室
内都是双层玻璃，封闭不通风，犹如一个
“大蒸笼”。每做完一项任务，姑娘们都
要冲向后门，打开门坐在楼梯上，感受一
刻风吹的清凉。

“在室内工作还好一点，在高架桥上
工作时环境更加艰苦。”6月份时，她们
在中继2区间进行箱盒配线。该区间高架
桥一座接一座，其中胶莱河特大桥长

22 . 45公里。突击队员们一上去就是一整
天，自备干粮和水，在全是钢铁和混凝土
的桥面作业，作业环境温度将近50℃。身
上的衣服干了湿，湿了干……

闷热环境、衣服被汗浸湿是常态，焊
线时受伤她们也习以为常。王艳鸽撸起袖
子，记者看到她胳膊上一个又一个的疤
痕。“烙铁的温度高达220℃，队员艳萍
第一次焊线，手就被烫了两个大水泡，刚
刚20岁的小姑娘边干活边抹眼泪。”说到
这里，王艳鸽眼里也噙满了泪水。“但即
使受伤，工作也要继续，我们一口气把线
上齐，把东西清理出去，最终交给了电务
段。”

艰苦的环境并没有磨灭女子突击队的
热情，王艳鸽向记者表示，作为一个高铁
建设者，看到高铁通车，心里充满了自
豪。中铁武汉电气化局女子突击队已经创
立30年，这30年来都是师傅带徒弟，敬业
精神和精湛工艺被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
“姐姐们都能坚持下来，我为什么不能？
我认为我的青春奉献在这里是值得的。”
25岁的工班长刘洁说。

□通讯员 徐海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今年以来，山东省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下简

称“中心”）认真贯彻落实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推进新时代文
明行业建设的实施意见》，以创建全国文明单位为契机，扎实推动
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提升思想政治工作和领导班子建设水平。

中心全面落实“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要求，把文明单位创
建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助推剂”和“提升器”，严肃纪律约束，
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充分发挥群团组织在文明单位创建工作中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发挥群团作用，拓展创建参与范围。今年，中心共
有101人参加“疫情防控”捐赠活动，共筹集捐款55600元。中心还
不断探索完善文明单位创建工作载体，逐步形成了“领导重视、机
制健全、载体丰富、整体推进”的创建格局。

□记者 常青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记者了解到，山东高速路桥股份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无条件通过中国证监会审核，标志着
该资本运作项目成功落地。本次创新化融资模式属全国首例，是山
东高速集团资本运作的重要成果。

2018年，山东高速路桥股份通过全资子公司路桥集团实施山东
省首单市场化债转股项目，引进铁发基金和光大金瓯11 . 5亿元资
金。现又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收购铁发基金、光大金瓯持
有的路桥集团股权，同时向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
发行股份募集不超过10亿元配套资金。

项目完成后，路桥股份治理结构将得到进一步优化，上市公司
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本
次同步募集不超过10亿元配套资金，用于PPP项目的开展及补充流
动资金，既有利于路桥股份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又可
为路桥股份持续扩大主营业务规模奠定良好基础。

□记者 王晓芳 通讯员 刘婉婷 报道
本报青岛讯 8月20日，中建二局三公司工会“三送”慰问活

动暨工地厨艺大赛在青岛西海岸创新科技城项目和东方影都项目举
行，为项目员工和工友送安康、送文化、送清凉。

当天中午，天气潮湿闷热，工友们满头大汗地陆续走下作业
面，一走出工地大门，等候在门外的工作人员和领导就为他们送上
清凉的西瓜和解暑绿豆汤。据中建二局三公司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本次活动得到了青岛市总工会、西海岸区总工会和青岛金茂工
会的支持，采购了价值10万元的西瓜、饮料、洗漱用品、安康包等
日用品，共惠及1000余名工友。

来自湖北孝感的劳务队安全员冷新洲，自5月份武汉解封后，
他就和工友来到了青岛，据他了解，今年青岛的天气与往年大有不
同，平均气温高了很多，工会除了出台错峰作业等措施外，还定期
为工友送去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降温用品。

活动上还为项目“三品书屋”揭牌。

□记者 常青 报道
本报临沂讯 今年以来，临沂机场全力以赴推进重大项目工程

建设。目前，机场雨水泵站及排水干线、航食楼工程、海关监管库、特
车库及监控中心、通航服务楼装饰和口岸开放配套设施等工程建设
进展顺利，已累计投资约1 . 2亿元。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大大提升临
沂机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临沂机场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同时，临沂机场还在全力推进新航站楼扩建项目前期工作，力
争在10月开工建设。新航站楼扩建项目包括一期新建国内航站楼
10 . 2万平方米、停车场2 . 7万平方米、飞行区站坪5万平方米、登
机廊桥17座，配套建设站前高架、塔台及相关设施，总投资约
32 . 7亿元；二期建设站前综合交通中心和配套工程19 . 6万平方
米，总投资约20亿元。建成投用后，临沂机场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约1200万人次的需求。

据悉，新航站楼扩建项目已修订完成可研报告审定稿，并上报
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和省发改委进行审查。项目立项所需的稳评、
能评等报告已经审批完成；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的编制和现场勘探
测绘已经完成；设计初步阶段的水土保持、环评、文物等专项报告
正在推进编制。

□周玲 报道
本报兰陵讯 兰陵县公路中心党支部秉承“党建引领·公路先

行”的工作思路，创建党支部“四强”工作法，高扬党建旗帜，坚
持改革创新，以党建聚力量、激活力，以领导班子好、党员队伍
好、服务群众好、工作业绩好、遵守纪律好为党建工作目标，紧紧
围绕公路中心开展各项工作。

通过党建引领，近几年，该中心争取各级投资近7亿元，先后
实施了G206威汕线、S229沂邳线兰陵县城绕城段改建工程，有效
解决了国省道穿城过境货车多、交通易拥堵、安全风险大的问题；
加强辖区内普通国省道日常保养和重点小修工作，克服人手少、管
养里程长、资金压力大、多条省道“超期服役”的困难，加大巡查
管护力度，密切关注道路通行状况，及时采取有效的养护措施，尽
力保持道路的安全畅通。

同时，该中心还通过“兰陵首发”“12345”市民热线等途
径，热心为群众服务，及时回应群众关切，营造共同关注公路发
展、共创和谐通行环境的氛围，使爱路、护路的意识不断深入人
心。该中心也先后被评为“临沂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兰陵县先进
基层党组织”“公路系统先进党组织”“第一书记工作先进单位”
等荣誉称号。

山东省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

争创全国文明单位

山东高速路桥股份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获批

中建二局三公司

举办“三送”慰问活动

临沂机场新航站楼扩建项目将启动

兰陵县公路中心

高扬党建旗帜践行群众路线

让百姓进得来、出得去、行得通、走得畅———

广饶“户户通”打造城乡融合发展新通道

强基础 抓重点 重长效

平邑以“路长制”引领提升公路服务品质

中铁武汉电气化局女子突击队———

是巧手女子更是铿锵女将

□记者 王晓芳 通讯员 杨秀成 吴星华 报道
本报利津讯 “进出太方便了，你看，偌大的健康养殖园区

内，羊舍位于园区主干道两边，还有次干道将整个园区贯穿起来，
来这里养羊，简直太好了！”日前，利津县盐窝镇薄村养殖户薄纯
俭对园区道路建设啧啧称赞。

盐窝镇是一个肉羊养殖大镇，为解决养殖布局分散、产业链条
断层、发展质量不高等现实问题，该镇建起了占地3560亩的肉羊标
准化养殖基地。为使产品进得来、出得去，该镇投资1900余万元，
修建园区主干道路1950米、次干道14000米，道路两侧配套排水边
沟，还进行了景观绿化。功能配套设施完备的养殖园区，吸引了大
量养殖户抢着搬进标准化园区。

肉羊标准化养殖基地产业园路路通是该镇推行“道路围着产业
转”模式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镇瞄准“东部蔬菜、西部粮棉、
南部瓜果、北部林果、中部畜牧”五大产业，把公路建设与园区道路建
设发展相融合，成为推进农民产业致富的有力支撑。目前，全镇“四好
公路”建设将园区串珠成线，为产业发展提供道路支撑，为园区建设
和项目落户注入了强大动力，有效带动各产业持续健康平稳发展。

盐窝镇：

道路傍园区，助推特色产业发展

□记 者 陈 明 吴荣欣
通讯员 王大伟 徐汝燕 报道

本报临沂讯 沂蒙精神铸造京沪高
速，路地情深奏响爱的乐章。8月21日，
山东高速集团京沪改扩建临沂项目办、中
铁十四局三公司京沪改扩建项目部、临沂
日报报业集团相关人员来到兰陵县南桥镇
中心小学，联合开展图书捐赠活动。

活动现场，三家单位分别向孩子们捐
赠了《故事新天地》等各种儿童图书，鼓
励孩子们珍惜现在的大好学习环境和学习
条件，勤奋学习，天天向上，努力成长为

建设伟大祖国的栋梁之才。
京沪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是临沂市重

点工程项目，线路全长232 . 19公里，力争
2020年年底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我省
继济青高速、滨莱高速后又有了第三条双
向八车道高速公路，将大大提高京沪高速
公路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对更好服务
沂蒙老区建设，助推新旧动能转换，促进
沿线地区乃至山东省中南部地区的经济社
会发展将产生更大的影响。

项目建设期间，京沪临沂项目办秉持
“和谐筑路”理念，结合“沂蒙精神铸造

京沪高速”党建品牌创建，组织发动各参
建单位弘扬沂蒙精神，发扬企业担当，履
行社会责任，通过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志
愿服务和社会公益活动回报老区人民。今
年疫情期间，各参建单位积极与当地政府
沟通，招聘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他们提供
木工、砌筑工等就业岗位；各项目部驻地
每月定时包销当地自产的蔬菜、水果、大
米，拓宽了当地农产品的销路，帮助当地
农户增收致富；每逢节日，组织志愿者到
贫困户、孤寡老人、烈士遗属家中走访慰
问，传递温暖爱心；面对今夏的暴雨汛

情，协助当地政府和应急办，出动机械设
备和人员，固堤、挖沟、引流，参与抗洪抢
险，和地方防汛人员一起守望相助、冲锋在
前，全力保障了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据悉，项目自开工以来，共开展志愿
帮扶活动21次、走访慰问活动11次、联谊
共建活动10次，增进了与地方党委政府、
当地人民群众的沟通交流，真正做到了修
路不忘老百姓，通过实际行动擦亮了“沂
蒙精神铸造京沪高速”党建品牌，营造了
“路地一家亲”的和谐局面，也为项目建
设创造了良好的施工环境。

感恩沂蒙人民 共话路地真情

广饶县封庙村绿化村道直通每家每户门口，雨水和污水在地下分流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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