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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及志平 报道
  本报夏津讯 2022年以来，德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夏
津分中心聚进取之心、立克难之志、炼开拓之力，深入贯彻落
实德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委各项工作部署，以“严真细实
快”的工作作风，全力打造“五型”机关和干部队伍，营造风清
气正、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全面提升干部职工的凝聚力、执
行力、战斗力，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着力构建“大
养护”格局。
  德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夏津分中心充分利用“智慧公
路”平台，全天候、全领域推进养护精细化管理，上半年累计巡
查 12万公里。一是加大保洁力度，配备 3台清扫、洒水设备，
人机结合，确保公路保洁效果。二是注重日常养护和精细化
管理。截至目前，挖补路面 3000平方米，铣刨路面 4500平方
米，更换警示柱 878根，挖补 4100平方米，绿化补植 539棵，高
草修剪 44 . 2公里，维修、新建排水设施共计 54处，路容路貌
持续改善，路域环境持续向好。三是积极做好养护迎国检工
作，在G308线施画标线 10 . 4公里、百米桩、公里桩刷新 20公
里、平台打草作业 15公里。7月 2日，在德州市公路事业发展
中心和县委、县政府领导的支持下，在沿线乡镇街道，交警、交
通运输、园林环卫等部门密切配合下，圆满完成了 2022年度
全国养护大检查夏津段的迎检任务。 
  牢固树立安全责任意识，健全和完善纵到底、横到边的责
任体系。该中心调整“一长一队两责”人员，成立四个安全排
查、督查路队，由主任任总路长，各分管副主任、各科室科长分
别为路长和队长，养护公司按照路段划分，做好公司路队分组，
落实公路养护工程与日常保洁责任，形成全覆盖、零缝隙的安
全网格管理体系。截至目前，累计排查交安设施类隐患122处，
现已全部整改完毕。全程参与德州市2022年国省干线公路防
汛应急抢险实战演练，高标准完成了演练任务，进一步检验了
预案、磨炼了队伍、强化了配合、提升了应急保障能力，为平稳
度过汛期，保障人民群众安全出行打下了坚实基础。
  深入推进机关党建与业务工作融合发展，全力保障项目
建设顺利实施。该中心提档升级“司机之家”设施功能，全面
提升国省干线综合服务水平。该中心在“司机之家”设置大型
车辆、危化品停车位 3个，小型车停车位 20个，“休息室”“阅
览室”“厕所”“洗衣房”“淋浴房”等配备齐全，供过往司乘人
员、环卫工人以及其他户外劳动者免费使用。配备日常管理
维护人员两名，负责日常保洁、设施维护、维持秩序、防疫登记
等工作，软硬件同步升级，切实发挥便民作用，体现了公路人
处处为民、时时便民的爱民情怀与责任担当，得到了周围群众
和过往司乘人员的一致好评。
  探索落实“天网”联动机制。该中心利用该机制，累计破
获案件 5件，及时追回路产损失，发现非法堆积、非法占用、破
坏公路用地等其他联动事项累计 23次。联合县交通运输局、
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乡镇街道开展辖区内国省道
“三堆两清”专项整治行动，清理堆积物 100余处，整治路面污
泥漏洒 5处，劝离占道经营摊位 60余处。开展公路法宣传活
动，悬挂宣传条幅 15幅，沿路发放宣传单 1000余份、安全手
册 300余册，营造知法、懂法、守法的浓厚氛围。截至目前，该
中心共处理路赔案件 10起，结案率 100%，路产赔偿回收率
100%，收取公路设施损坏赔偿费 25330 . 8元，国有资产有偿
使用收入 65 . 5万元。

  □通讯员 孙兆明 报道
  本报沂南讯 今年以来，沂南县交通运输局积极探索党
建联盟助力富民增收新举措，实现乡村美农民富。
  该局以党建为引领，开展结对帮扶，建立“一对一”的精准
结对帮扶工作机制，多渠道、多方式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改善
帮扶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先后为依汶镇泉粮村、湖头镇姜家
庄村修建户户通道路 6万平方米；积极打造群众富裕特色示
范路，着重对常石公路、红色之旅环线等 78公里穿村公路进
行综合提升改造；建设完善乡村客运站、镇村公交等公路附属
设施，将沂蒙影视基地和朱家林田园综合体串联一线，形成旅
游观光经济带，目前，沿线建成以现代农业采摘园为代表的农
业观光园区 20个，3万群众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同时，依托
村村通客车交通优势，通过定制班车、预约班车等多元化服
务，有力地带动了农产品出村进城，增加了农民收入。

  □记者 常青 报道
  本报青岛讯 近日，山东港口在青岛港
董家口港区举行 2022年上半年建设项目竣
工投产暨下半年新项目开工仪式，仪式上 16
个建成项目投产、30个新项目开工。
  项目建设是拉动经济回升、稳住经济大
盘的“强心剂”和“压舱石”。经济发展和产业
调整，都离不开项目的强力拉动和有力助
推。三年来，山东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长
足进步，新建泊位 28个，新增年设计通过
能力 9175万吨、储油能力 720万立方米、
堆场 337万平方米，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612亿元，其中新兴业务占到 124亿元，青
岛港自动化码头等多个项目荣获国家级优质
工程奖项。
  进入 2022年，山东港口全面掀起项目建
设新热潮，在各市举行港产城融合发展建成
项目投产、新项目开工暨拟投资项目签约活
动，聚焦地方发展目标，以重大项目促进经济
稳定运行。上半年，山东港口建成投产重点

项目 16个，总投资 118亿元。其中，建成泊
位 4个，新增设计年通过能力 1219万吨；建
成管道长度 370公里，新增管输设计年通过
能力 2000万吨；另外，新增堆场面积 96 . 2公
顷、粮食筒仓容量 26万吨、库房 6 . 6万平方
米，建筑面积新增 14 . 75万平方米。
  其中，青岛港提前 1个月投产运营董家
口港区北三突堤 5-6#泊位、北二突堤 3-4#
泊位工程，打破了近几年没有通用码头投产
的局面，极大缓解了码头能力紧张的问题，并
建成投用全国沿海港口首个加氢站——— 前湾
港区加氢站等工程。上半年共建成投产项目
7个，总投资 30 . 6亿元，新增设计年通过能力
1219万吨、库场面积 11 . 7公顷、粮食筒仓容
量 26万吨。
  日照港完成工程投资 28 . 5亿元，东煤南
移工程投产运行，岚山港区西防波堤完工，新
增硬化堆场 73公顷，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
半”。
  烟台港完成西港区疏港大道及管线、西

港区原油码头作业区应急救援站、原油管道
复线项目等重点项目建成投产，总投资
26 . 88亿元。同时，新开工中石化龙口LNG
码头及工艺系统工程等项目，新签约万华蓬
莱工业园配套码头等 8个项目，总投资 51 . 72
亿元。
  渤海湾港上半年各项目完成投资 4 . 58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55%。其中，潍坊港粮食
产业园区仓储项目顺利建成投产，潍坊港、东
营港、滨州港 3个项目共计 5个泊位将在年
内建设完成，东营港风电母港配套码头项目
已于 5月开工建设，渤海湾航运中心项目于 7
月底封顶。
  在这些重大建设项目中，既有基础设施
领域补短板项目，又有产业发展领域强弱项、
锻长板项目，还有民生发展和生态环保项目，
将全面助力山东港口能级跃升，满足构建新
发展格局的新要求，推动区域经济更好更快
发展。
  加快重大项目建设、扩大高质量投资，一
直是山东港口实现自身稳健发展的关键抓手
之一。下半年，山东港口计划新开工项目 30
个，总投资额达 197 . 27亿元。其中，位于济
南、青岛、威海市的项目有 1 3 个，总投资

98 . 6821亿元；位于日照市的项目有 4个，总
投资 37 . 13亿元；位于烟台市的项目有 11
个，总投资 57 . 21亿元；位于潍坊、滨州市的
项目有 2个，总投资 4 . 2498亿元。
  据悉，项目主要集中在港区基础设施、输
油管道、跨境电商、分拨中心等领域。除了青
岛港董家口港区第二座 40万吨矿石码头等
“硬”项目外，还包含了跨境电商仓储项目、生
产调度指挥中心项目、跨境生活资料分拨基
地及产业园配套项目、中国北方生活消费品
（济南）分拨中心项目、国际交流中心项目等，
总体投资体量大、技术含量高、覆盖面广、跨
领域多，将更好发挥山东港口位于“一带一
路”十字交汇点的区位优势和担当新发展格
局重要支点的枢纽功能，持续优化港口布局，
增强泊位大型化、专业化、深水化实力，加快
大堆场、大粮仓、大油罐建设，增强集疏运能
力，以新一轮港口能级跃升，强化港口竞争力
和影响力，为持续巩固扩大行业领先优势奠
定坚实基础。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山东港口工程建
设项目总投资将达到 2560亿元，持续坚持问
题导向、需求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确保
“十四五”建设任务目标落地落实。

  □ 张希房 王振国 田源 吴荣欣

  盛夏时节的村庄，绿化美观、路面整洁的
景观道上骑行者三五一组，十里荷塘里荷花
开得正盛，游人如织，一条条整洁美观的道路
串起了美丽村居、休闲观光园和农业生态园。
  这是地处黄河滩涂的滨州市滨城区小街
村，借助四好农村路建设和路网提质增效行
动，因地制宜，定位黄河滩区观光旅游及生
态农业观光，大力发展城郊型休闲观光农
业，小街村从过去的“黄河渡口”滩涂变成
现在集果蔬采摘、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生态风
景区，已举办多项大型文体活动，也曾是
2021年环滨州黄河风情带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重要一段。
  小街村的蝶变仅仅是滨城区黄河滩区发

展的一个缩影。滨城区黄河滩区涉及梁才、
市中、市西 3个办事处，有 25个村居 14214口
人。自 2017年黄河滩区脱贫迁建临时撤离
道路建设工程实施以来，该区交通运输部门
科学谋划、精准施策，完成投资 1 . 08亿元，建
设道路 48 . 5公里。
  随着滩区沿路规划、布局的十里荷塘风
景区和黄河小街湾生态园启用，道路为沿线
景观和美丽乡村串点连线，综合服务区、休闲
营地、可容纳 2000多人的合唱广场、“几”字
形黄河微缩景观等板块，与已经建成的景观
骑行道、沿黄车行道有机融合，让黄河沿岸成
为观光、休闲、健身、采摘的旅游目的地，滩区
成为黄河生态保护示范点和市民亲近黄河的
文体活动区，沿黄河旅游观光产业已累计吸
引游客 30万人次，极大提升了滩区居民的获

得感和幸福指数。
  路网的完善升级，吸引中裕集团、大有新
能源等数十家公司与沿黄村居达成长期合作
协议，采取“集体入股+村民参与+企业运作”
的方式，沿道路建成了龙崖种植合作社、盛泽
梅苑等农业产业园，滩区优质瓜果蔬菜，通过
最有效的渠道走上市民餐桌，真正实现了修
一条路、带活一方经济、致富一方百姓。
  滩区路网的完善提升，不仅让沿黄的群
众富起来，更重要的是有效解决了防洪安全
和安居。一条条村路就是滩区一条条畅通便
捷的生命通道，横通东西、纵贯南北、串联各
村居、对接对外通道和城区的公路交通网，网
络完善，结构合理、安全便捷和客货运力提升
的内通外联交通格局，筑牢了黄河安澜的坚
固生命线。

  □记者 常青 报道
  本报青岛讯 7月 28日，中国上合示范
区—乌兹别克斯坦鹏盛工业园签约暨揭牌仪
式在青岛举行。山东高速集团与乌兹别克斯
坦鹏盛工业园、青岛上合基石集团签署合作
协议，“中欧班列（齐鲁号）驻乌兹别克斯坦办
事处”“中欧班列（齐鲁号）上合基石集团 乌
兹别克斯坦联合海外仓”顺利揭牌。
  揭牌后，中欧班列（齐鲁号）“上合快

线”鹏盛工业园专列顺利开行。该趟班列共
100个标准箱，搭载机械设备、轮胎、生活
用品等货物，货值约 250万美元，由上合示
范区青岛多式联运中心（中铁集装箱青岛中
心站）发出，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预计 9
天左右抵达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班列
的开行，是上合示范区与塔什干市友好合作
的重要成果，也将进一步畅通山东通往中亚
地区的西向国际物流大通道，更好地服务全

省外贸进出口企业。
  乌兹别克斯坦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
纽，也是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对
上合组织和“一带一路”建设发挥着极其重
要的作用。中欧班列是中乌两国互利共赢的
重要纽带，中欧班列（齐鲁号）依托山东至
塔什干的中亚主线路，为乌方急需的项目物
资、生产生活用品提供战略通道运输保障。
中欧班列（齐鲁号）累计开行中乌班列
1002列，约占全省的五分之一，其中青岛
市开行 366列。
  据了解，乌兹别克斯坦海外仓也是中欧
班列（齐鲁号）第 3家海外仓。今年上半
年，山东高速集团与贝尔麦克物流园区、顶

辉国际公司合作，已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
德、德国汉堡设立 2家海外仓，通过境外集
疏运体系的不断完善，“齐鲁号”联通国
际、陆海联动、点线成网的“门到门”全程
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下一步，山东高速集团将以此次签约为
契机，继续加强与上合示范区的全方位合
作，深化与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贸易
往来，积极开拓上合组织国家、欧洲、日
韩、东南亚等国际市场，加速构建便捷高效
的国际多式联运网络服务体系，努力开创中
欧班列（齐鲁号）运营新局面，为全省打造
对外开放新高地、加快实现“走在前、开新
局”作出更大贡献。

滩涂蝶变 黄河安澜

滨城区升级四好农村路助力乡村振兴

山东高速与乌兹别克斯坦鹏盛工业园、青岛上合基石集团签署合作协议

中欧班列（齐鲁号）第三家海外仓落地

16个建成项目投产 30个新项目开工

山东港口以项目建设促经济稳定运行
夏津公路

着力构建“大养护”格局
全天候全领域推进养护精细化管理

沂南交通积极探索

党建联盟助力村美民富

  □记 者 常青 
   通讯员 赵肖捷
       梁金平 报道
  本报济南讯 7月 31日凌晨，随着
济莱济滨上行联络线特大桥中跨合龙段
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济南东站
枢纽优化提升相关工程全线最高墩
（ 45米）、跨越济莱高铁连续梁主跨
顺利合龙（右图），较原计划提前 15
天完成，标志着该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
进展，为确保济莱高铁年内开通创造了
良好条件。
  据了解，这是济南东站枢纽优化提
升相关工程唯一一联跨越济莱高铁连续
梁，周边环境复杂，施工难度大。本次
合龙的连续梁为（ 32+56+32）m无砟
轨道预应力混凝土单线连续梁，全长
121 . 5m 。 23#、 26#墩以门式墩结
构，分别跨越石济场上、下行联络线特
大桥， 24#-25#墩跨越济莱高铁正
线，与济莱高铁交叉角度为 24 . 9°，
梁部下缘至济莱高铁轨面净高 7 . 2m，
为工程重难点控制性工程。鲁南高铁公
司精心组织、科学管理，努力克服原材
料供应紧张以及特殊天气等因素影响，
持续保持大干快干热潮，确保了连续梁
中跨合龙施工顺利完成。截至目前，该
项目下穿济莱高铁段现浇梁和上跨济莱
高铁连续梁中跨合龙均已完成，其他各
项工程进展顺利。

济莱济滨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中跨顺利合龙

□记者 王晓芳 报道
  荣成市院夼村“拥军船”，半个多世纪从未“抛锚停航”，定
期为边防驻岛官兵送去物资。

  □记者 常青 报道
  本报济南讯 8月 1日 21:00，随着施工负责人一声令下，
由中铁十局承建的济郑高铁济南大明湖站站场改造工程正式
拉开序幕。接下来八天时间的改造，将打通济郑高铁与黄东
联络线的咽喉要道，加快列车通过速度，实现大明湖站铁路运
输能力的大幅提升。
  本次大明湖站升级改造工程，包括 7组道岔拆除，拉入 3
组新道岔及 1组交叉渡线，之后将铺设轨排，对 1公里铁路线
进行恢复。道岔、轨排等在仅 10米宽的场地里进行铺设，距
离正在运营的铁路线最近仅 3米远，密集时段每隔 5分钟就
有一列火车通过，施工安全压力巨大。
  在大明湖站升级改造工程中，把 12号道岔更换为 18号
道岔，这将让过往车辆进出站速度由 45公里/小时提升到 80
公里/小时，同样时间内可以通过更多列车，有效满足黄东联
络线至济郑高铁、京沪高铁、石济客专跨线车通行要求。
  大明湖站升级改造作为济郑高铁引入济南铁路枢纽工程
的重要一环，改造完成后将大大提高济南铁路枢纽的运输能
力，为大明湖站及黄台站两座重要站场的顺利衔接起到重要
作用。

济南大明湖站升级改造

济郑高铁与黄东联络线将连通

  □记者 常青 报道
  8 月 1 日，随着292#盾构机破土而出，
由中铁十局承建的济南地铁3号线二期工程
向阳站～临港站区间（向临风井～向阳站）
盾构区间左线顺利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