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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公路三年升级改造

初次来到巨野县龙麟农场时，近400个白色
大棚整齐排列，蔚为壮观，然而即便如此大的
规模，路没修好前“收成”并不乐观。

龙麟农场总经理张凤成是个经营农场的
“老手”，他深知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对于农
业园区发展的重要性。“茄子只要表面没光泽
了，人家大超市就不要了，黄瓜表面的刺一旦
被蹭掉就卖不出去了，还有小西红柿路不好一
颠一碰就都烂了……”张凤成说，来拉货的司
机第一个问题就会问路好走吗，路不好就直接
不会来，价格多低都没得商量。“去年路还不
太好，多少蔬菜就堆在仓库里，慢慢烂掉。”

2018年，龙麟农场前的主要干道丰收路进
行了提升改造，为焕发农场生机注入了强心
针。路平坦了，物流运输有了坚实保障，农场
的瓜果蔬菜也有了稳定销路，品质有了保障，
从这里运送出去的产品逐渐走进了高端市场。

路便捷了，还激发了农场发展新动能，
“自驾游方便了，农场还发展了采摘等休闲娱
乐产业，促进园区做大做强。”张凤成说。

公路通，百业兴。
近年来，巨野县以交通扶贫为先导，大力

实施脱贫攻坚，先后为全县357个省级贫困村修
建道路580余公里。农村公路建设的大力实施，
打通了一条条断头路。一条条畅通无阻的农村
道路，串联起一个个农业种植园区、一座座淘
宝村、一家家手工作坊，解决了农村交通物流
“最后一公里”问题，促进了物资交流，带动
了农村电商、农民绘画产业及种植养殖加工等
农村产业发展，助力全县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战略高质量实施。先后建设的龙堌镇、万丰
镇、开发区3个产业扶贫基地，让13 . 5万名贫困
人口实现脱贫，111个省定扶贫村摘帽。同时，
农村道路的互联互通，又为各类产业园区发展
提供了重要交通保障，助力园区经济发展。

2016年，巨野县结合路网现状，制定了县
乡公路三年升级改造规划。计划自2017年至2019
年，采用政府购买服务融资方式，将22条200公
里县乡主干道全部升级改造为二级公路，路面
宽度12—15米。同时，每年建设不少于300公里
通村道路。

截至目前，县乡主干道升级改造工程已完
成16条160公里，路面宽度全部由改造前的5—7
米拓宽为12—15米。新修改建通村公路1100公
里。改造完成后，全县每百平方公里公路密度
由186公里提升至210公里，比全省当前每百平
方公里公路密度高42公里；县道二级路占比从
不足20%提升至85%，县乡道三级路以上比例达
到60%以上。

一位交通专家来巨野调研后，高度评价县
乡主干道升级改造工程，认为道路路面宽、质
量高，绿化、安防、排水等配套齐全，坦言
“疑把县乡路当作国省道”。

2018年4月，菏泽市“四好农村路”建设现
场会在巨野召开，巨野也成功创建为全省“四
好农村路”建设示范县。

新能源公交两年跑遍全县

2018年11月30日下午3点，在巨野县公交公
司中心站，进城办完事的村民毕素梅投了3元
钱，坐上回万丰镇的206路公交车。万丰镇距离
县城40多公里，以前毕素梅要花10元钱才能坐
客车回家，而且遇到下雪天或过年，票价还要
涨到20元甚至30元，现在按点到站，上车有
座，票价便宜的公交车为她带来了巨大的实惠
与方便。

在巨野县柳林镇榆园村公交车站，进城务
工的村民王勇坐上了通往县城的公交车，柳林
镇是距离巨野县城最远的镇。“以前要早起1个
小时到镇上才能坐上车，而且票价高达12元，
现在不但在家门口就能上车，而且票价仅需3
元。”王勇高兴地说。

公交出行牵动民心。2017年以来，巨野县
将加快公交发展作为全县十大民生实事之一，
先后分批购置纯电动公交车610辆，建设大中型
公交综合站7处、城乡公交首末站10处及城乡主
干道公交停靠站710个，先后开通运营城区、城
镇公交线路28条、公交车610辆，日均发送2700
个班次，实现了城区、城镇公交全覆盖，所有
行政村都通上了公交。

为了让老百姓获得真正的实惠，巨野县制
定了1、2、3元票价政策，最偏远的村群众3元
就能坐公交进城，让村里人享受到与城里人一
样的便捷出行体验。降低了农民做生意、购物
和出行的交通成本，加快了农民脱贫致富，助
推了乡村振兴战略和脱贫攻坚。让更多农村群
众享受到了普惠安全、便捷的公共交通服务。

短短两年时间，从无到有，从零星到密
集，巨野城乡公交一体化快速发展的背后是善
抓机遇，创新思维的胆识与魄力。

2015年底，为全面加快公交发展，县政府
将已无力发展的原私有公交公司进行了收购，
组建了国有麟州公交公司，完成了公交改制。

改制后的公交公司缺人缺地缺钱，为满足
发展需求，巨野县创新思路，针对交通局富余
人员多的现状，遴选了部分交通人员充实到公
交队伍，使交通人员多、负担重的先天劣势成
为了发展公交的后发优势，100余名交通干部职
工驾驶着公交车穿梭于巨野城乡之间，为加快
公交发展，推进城乡公交一体化提供了坚强人
力资源保障。在交通干部职工的带动下，公交
队伍迅速发展到500余人。与此同时积极改造利
用闲置场地作为公交场站，为大力发展公交事
业创造了充足空间。

发展公交初期，面对国家大力发展新能源
公交车的优惠政策，巨野县抢抓机遇，一鼓作
气先后购置了6米、8米、10米的纯电动公交车
610辆，获得中央、省财政补贴3亿元，为公交
快速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据了解，目前麟州
公交公司总资产已达7亿元，在此基础上，巨野

县将公交公司所有资产打包装进政府融资平
台，发行政府债券，盘活了资产，实现了资金
的良性循环。

“路长制”

让公路管养上升为政府行为

驾车行驶在巨野县乡道田苏路上，道路宽
阔平坦，路边栽种着排排树木，品种多样，错
落有序，沿线道路交叉口规划合理，交通标示
齐全，让人感到安全规范。停车驻足，路边树
立的“路长制”标牌引人注目，标牌上不同层
级负责人姓名职务清楚明白，责任清晰。

作为2017年升级改造的县乡公路之一，田
苏路路面宽度由5米升级拓宽为15米，路肩宽1 . 2
米。沿途绿化乔木以法桐为主、灌木以蜀桧为
主、绿化二台以高羊茅和野花组合为主。田苏
路的南北贯通，极大方便了沿线四镇几十个村
庄的群众出行，同时拉动了周边经济健康快速
发展。

为打造畅安舒美洁的道路通行环境，巨野
县始终坚持道路建设与实施安防工程、道路绿
化、路域环境治理同步进行，成果显著。

公路管养方面，探索实施路长制，充分发挥
政府在公路养护中的主导作用，推动公路管养从
部门行为上升到政府行为，明确了相关部门、镇
区办和村居的职能职责，设置“路长制”公示牌
22处，所有国省县乡村道路都明确了具体负责人
员，制定了“路长制”工作督办制度、考核办
法、考核标准等一系列制度。同时，建立起一整
套“路长制”工作机制。确保了全县农村公路管
养工作层层分解，落到实处。

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是关乎百姓生
命安全的民生工程。2015年，巨野县在全省率
先实施了农村公路安防工程建设。三年的任
务，一年完成，创造了全省安防工程建设的巨
野标准和巨野效率。同年，“全省农村公路安
全生命防护工程现场会”在巨野召开。

巨野县在现场会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力度，
完善措施，巩固安防工程建设成果，消除道路安
全隐患，同时，坚持“三同时”原则，做到公路
安防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建设、同时验收、同
时投入使用”，做到公路安全隐患及时发现、及
时治理，不断改善公路安全通行水平。对新修改
建的县乡道路高标准配齐防护栏、警示桩、道口
桩和诱导标志，同时完善了标志标线标牌等安全
设施。通过大力完善道路交通安全设施，有效保
证了农村公路通行安全。2018年以来，完成了98
个省定扶贫村的道路安防工程和6条新改建县乡
道的安防工程建设任务。

近年来，巨野县不断加大公路景观绿化投
入，不断改善绿化结构，着力打造“一路一
景”，提升绿化品位。2018年以来，大力实施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农村公路绿化工程，对新修
改建的农村公路，按照县乡道路两侧绿化平台
宽度不低于5米，通村道路绿化平台宽度不低于
3米的标准，实施道路绿化。投资2300余万元，

对16条县乡公路绿化化进进行行了了提提档档升升级级，，栽栽植植各各
类绿化苗木127万棵，，建建起起了了一一条条条条乔乔灌灌结结合合、、
树树种种多多样样、、层层次次丰丰富富的的绿绿色色长长廊廊，，初初步步建建成成了了
以以高高速速公公路路、、国国省省道道绿绿化化为为主主体体、、县县乡乡道道路路为为
补充的通道绿化网格。

“四德工程”演绎温情佳话

在巨野县交通运输局的办公楼，道德长
廊、四德讲堂、宣传展板、四德主题摄影书画
展……“四德工程”的痕迹处处显露。

在局办公楼的一间陈列室，近十年来巨野
县交通运输系统践行“四德工程”的简报摞了
厚厚一沓，每一份简报上都详细记录了帮扶对
象和内容，并附上照片，近十年没有中断。另
一边，一张拍摄自西藏的照片已经有些泛黄，
照片里的那曲藏族贫困儿童穿着全新的棉衣露
出了幸福的笑容，而这些棉衣正是来自巨野县
交通运输局干部职工的捐赠。

另一间展览馆里，小翠莲的故事令人动
容。小翠莲是巨野县大义镇的一名小学生，父
母常年多病。自2001年起，大义交管所就对小
翠莲结对救助。十几年来，大义交管所的所长
换了四任，但是资助冯翠莲从小学到中学，从
中学到大学的爱心传递始终没有断线。如今小
翠莲已顺利完成学业，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
士研究生毕业。

筑路先铸人，铸人先铸魂。多年来，巨野
县交通运输局狠抓文明行业创建不放松，并常
抓常新。自2010年起，在全系统深入实施了以
责、诚、孝、爱为主要内容的“四德工程”建
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先后获得“全国交通运
输行业文明单位”“省级文明单位”等荣誉称
号300余项。被省委宣传部确定为“深入推进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德’工程建设全省先
进典型”。2018年8月，全省交通运输系统文明
行业创建工作现场会在巨野召开。

2018年是巨野交通“四德工程”建设的第9个
年头，从敬老院老人的交通闺女、留守儿童的交
通妈妈到爱结穷亲戚的交通人，在巨野，“四德
工程”不是面子工程，不是说说而已，是实实在
在的每一件事，也是每一名干部职工的自觉行
动。在敬老助老、关爱儿童、捐资助学、无偿献
血等主题实践活动中，演绎了许多佳话。

围绕社会公德建设，连续8年组织开展了资
助贫困大学新生活动，为每位贫困大学新生捐
赠助学金5000元，圆了152名寒门学子的大学
梦。连续8年向全县17所敬老院500余名老人，
送去棉袄、棉裤、棉被等，保证了老人温暖过
冬。各单位利用节假日，走访慰问敬老院。全
局累计慰问敬老院731次，送慰问品、慰问金价
值达74万余元。

组织开展了13次集中无偿献血活动，累计
献血47万余毫升。178人加入中华骨髓库。其中
谷新江同志向一名韩国白血病患者成功捐献了
造血干细胞，成为菏泽市首例涉外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积极开展扶贫济困活动，几年来，全
局累计捐款、捐物价值达368 . 4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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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
一年接着一年干。近年来，在巨
野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全县交
通运输系统大力改革创新，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
交通运输服务水平实现质的跃
升，农村公路、城乡公交、道德
建设等多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创造了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巨野
经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
交通保障，让城乡群众收获了满
满的获得感。

巨野县2017年、2018年政府
实施的十大民生实事，和交通相
关的每年都有两件以上，写入政
府工作报告；最近三年县乡道路
建设里程之长、标准之高、力度
之大创新中国成立以来之最，县
乡主干道全部达到二级公路以上
标准，荣获全省“四好农村路”
示范县称号，全省公路安全生命
防护工程现场会、菏泽市“四好
农村路”建设工作现场会相继在
巨野召开，推介巨野经验；在菏
泽市县级单位率先组建国有公交
公司，加快推进城乡公交一体化
发展，实现了城区公交500米半
径全覆盖和行政村公交2公里全
覆盖，形成了城乡一体、绿色便
捷的多层次公交体系，同时解决
了交通运输系统人员多、负担重
等难题；加快推进洙水河航道和
新万福河航道建设，结束了菏泽
市没有内河航运的历史，成为连
接京杭运河，贯通淮河、长江和
江浙水网的黄金水道；创新思路
探索“路长制”，把每一条路的
管养工作层层分解，落实到人；
持续实施“四德工程”，将责、
诚、孝、爱内化为一股精气神投
入到帮扶奉献活动中、投入到全
县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荣获
“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文明单位”
“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全国
模范职工之家”“全国节能减排
示范单位”“省级文明单位”
“省级文明交通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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