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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津 营 业 部

19805447122
大学路营业部

19805447171

德兴路营业部

19805447108
解放路营业部

18506406880
天衢路营业部

19805447110
湖滨路营业部

19805447198

德州东风路总部

2341888 2341999
开发区营业部

19805447158

武城营业部

19805447159

陵城区营业部

13905349995
平 原 营 业 部

19805447107
临 邑 营 业 部

19805447112
临 盘 营 业 部

19805447120
宁 津 一 部

19805447135
宁 津 二 部

19805447115
黄河涯营业部

1980544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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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口、三亚、兴隆双飞六日游 10月14号 2980元/人

2、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游 10月15、27号 2980元/人

3、厦门一地、鼓浪屿、永定土楼、鹭江夜游双飞五日 10月15、22号 1190元/人

4、桂林阳朔、大漓江、古东瀑布、银子岩双飞六日游 10月15、28号 2780元/人

5、武夷山、厦门、永定土楼、鼓浪屿双飞单高六日游 10月16号 3280元/人

6、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多彩贵州风双飞五日游 10月13、24号 2680元/人

7、长沙韶山、张家界、黄龙洞、矮寨大桥、魔鬼玻璃栈道、凤凰古城双飞六日游 10月26号 2680元/人

德德州州起起止止——自自组组成成团团——德德州州上上导导游游——省省心心——放放心心——舒舒心心
出出境境自自组组织织带带你你游游系系列列————

省省心心、、舒舒心心、、放放心心的的““三三心心””之之旅旅

1、直飞芽庄休闲双飞5日游

10月23号 2499元/人

2、直飞芽庄半自由行双飞6日游

10月18、27号 2699元/人

3、花样日本本州全景直飞精华双飞6日游

10月12、22号 5180元/人

4、山东自组直飞欧洲双飞4国11日游

10月23号 12999元/人

1、平遥古城、红崖峡谷、介林纯玩两日游

成人480元 儿童280元
2、青州黄花溪、古城、井塘古村、猕猴桃采摘园

纯玩两日游 成人380元 儿童280元
3、开封府、小宋城、大宋武侠城纯玩美食

二日游 成人480元 儿童280元
4、畅游太行山脉-东太行玻璃栈道、七步沟

纯玩两日游 成人380元 儿童240元
5、银座蒙山玻璃悬索桥、竹泉村、红石寨

纯玩两日游 成人450元 儿童260元

1、北京故宫、八达岭长城、颐和园、香山三日游

成人680元 儿童350元
2、传奇芦芽山、万年冰洞、千年悬棺纯玩三日游

成人780元 儿童390元
3、平遥古城、红崖峡谷、王家大院、张壁古堡纯玩三日游

成人880元 儿童380元
4、郭亮村、万仙山、八里沟三日游

成人390元 儿童300元
5、北戴河—渔岛海洋温泉、帆船出海、3D错觉体验馆、

山海关深度三日游 成人480元 儿童300元

1、泰安太阳部落一日游

成人118元 儿童80元
2、天颐湖花海、老爷车博物馆一日游

成人148元 儿童80元
3、济南红叶谷一日游

成人128元 儿童70元
4、官护山红叶谷、格桑花海、柿子沟一日游

成人128元 儿童90元
5、淄博周村古商城一日游(含古城联票)

成人118元 儿童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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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渡口营业部

19805447105
土桥营业部

19805447157
糜 镇 营 业 部

19805447189

发团日期：10月1、2、3、4、5、6号 发团日期：10月1、2、3、4、5号 发团日期：10月1、2、3、4、5、6、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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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路锥、防眩板、水马、
防撞桶、警示柱、防撞击广角
镜……或许你对这些名词并
不熟悉，但这些却存在于日常
生活的角角落落，并且发挥着
防范风险和消除隐患的重大
作用，关乎一座城的交通秩
序，关乎每个人的出行安全。
作为德州交通器材行业的佼
佼者，德州市亚行交通器材
有 限 公 司 成 立 于 2 0 1 5 年 ，
2016年被评为“德州市第十
届消费者满意单位”。是一家
专注于交通设计与施工为一
体的综合公司，承接了省内
外数十项大型的高速、国道、
省道交通设施的设计施工，积
累了丰富的施工经验，掌握了
各种新型施工技术，完成了众
多大型交通器材和消防的配
套任务，为社会创造了一大批
优质精品工程，取得了用户的
一致好评。

开发远程遥控限高杆
引领行业里技术风尚

在我国，人流量密集的城
区向来是大货车的“禁地”。而
德州市中心城区尤其是老工

业城区的交通大道,每天途经
大量货车，机动车尾气、扬尘
污染严重，经常造成交通拥
堵，且多次发生大型货车致人
死亡的交通事故，道路交通安
全隐患问题突出。为此，德州
市政府发布了《德州市人民政
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心城区
货运车辆通行管理的通告》，
对通行中心城区的货运车辆
采取分区域、分车型、分时段
限制通行管理措施。

然而总有不守规矩的大
货车试图“闯禁行”，为此有关
部门也加大了打击力度，这其
中限高杆发挥了重要作用。不
过传统限高杆也带来了一些
新问题，譬如说影响大型抢险
救援车辆的通行。鉴于此，德
州市亚行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负责人苏宏星带领着技术团
队攻坚克难，多次进京向科研
机构取经，与清华设计院、省
交通设计院等机构达成了深
度合作，最终研制开发了“远
程遥控可升降限高杆”。相比
于传统升降杆，远程遥控限高
杆带来了多项技术革新，在行
业内引领了新潮流。

“相比于传统限高杆，我

们设计研发的远程遥控可升
降限高杆，更科学，更智能，更
便捷”。苏宏星介绍，远程遥控
限高杆由立柱、滑道、监控、控
制箱等部分组成，每部配备了
至少四组高清摄像头，可24小
时监控现场实时画面。升降杆
由交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远程
操控，根据通行车辆的具体情
况，自主控制横杆的起落，既
减少了大货车违规闯禁行的
发生，又节省了警力资源，提
高了工作效率，同时确保了大
型抢险救援车辆高效通行，可
谓一举多得。

据悉，远程遥控可升降限
高杆，可根据车流量等路况量
身设计高度、长度等参数。目
前，在德州运河经济开发区、德
城区主要道路出入口、国道、省
道等区域安置了大约15部，未
来有望在更多区域普及安装。

首创礼让行人彩色斑马线
设计中融入事故隐患整改

礼让行人斑马线，是学车
过程中，贯穿科目一至科目四
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样简单的
一个行为却能映射出一座城

市的文明。自全市启动文明
出行专项行动以来，各行各
业纷纷响应，城市交通情况
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为了提升
城市道路管理水平，德州市区
新增设了多条礼让行人斑马
线，新施画的礼让行人斑马线
按照国际标准设置，增加了
提示性语言，在来车方向增设
了停车线。

据调查，自礼让行人斑
马线启用以来，市民的文明
出行意识显著提高，不过也
有部分司机还不太适应新标
线。为了让斑马线的功能最
大化，苏宏星花了不少心思，
他带领技术团队研发出了

“升级版本”——— 礼让行人彩
色斑马线。相比之下，彩色斑
马线更加醒目，对过往车辆
有更好的预警作用，提醒司
机做好预判，提早减速，文
明礼让。目前，这项新技术
已经获得相关机构领导的
认可，城区部分路段彩色斑
马线已经完工投入使用，实
际使用效果获得各级领导的
一致好评。

“让道路标线发挥最大
化的预警作用，把安全隐患

消灭在萌芽里。”苏宏星称，
他们主动参与到事故的前置
预防和交通隐患的整改，在
综合分析路况的基础上，做
好科学的规划设计，最大限
度防范风险发生，比如说高
铁大道的隐患整改，我们调
研后发现，经过有关部门的
综合整治，机动车的驾驶虽
然规范了，但行人和非机动
车还是不太守规矩，造成交
通事故。所以在村庄出入口
等地方设置了“黄闪灯”“减
速带”和警示牌，警示和提醒
路人文明出行，躲避风险，既
管住机动车，也管住行人和
非机动车。

在德州市亚行交通器材
有限公司的主导下，交通道
路标线的设计规划融入了更
多人性化的元素。譬如更多
的推广震荡带路线，来替代
传统的减速带，确保司机行车
安全。“车辆通过减速带时，有
时候会发生方向盘失控的意
外，相比来说，震荡带更平缓
更安全，并且具有夜视反光效
果，提醒司机减速行驶的同
时，保证司机的行车安全。”
苏宏星说道。

修桥铺路这一类于公于私都有益的社会公共生活基础建设，从古到今老百姓
们都把这看成是一件功德无量造福子孙的大事。或许正是这一种沉积在内心的想
法，潜意识中驱动着我一步一步走进了这个普惠世人的行当中来。

——— 亚行交通总经理 苏宏星

消消除除道道路路隐隐患患，，防防范范安安全全风风险险

亚亚行行交交通通器器材材，，守守护护出出行行安安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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