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菏菏泽泽通通户户道道路路硬硬化化累累计计完完成成770099个个村村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多县区实探,一起领略菏泽美丽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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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美丽公路”创建是
路长制工作的重点，上半年
开展“美丽公路”评比，每县
区拿出两条国省道、两条县
乡道参评。考核内容包括路
线、路基、路面、桥梁构造物、
交通安全设施、管理和服务
设施、路域环境等方面。路基
考核是否稳定坚实，无缺口、
冲沟，边缘整齐平顺，排水系
统完善，排水设施齐全、完
好。路面是否平整，路拱适
度，排水畅通，路面状况良

好，行车舒适，无明显跳车现
象。公路交通安全设施是否
齐全，完好率应达到100%，沿
线标志、标线、护栏等按国家
标准设置。

路域环境方面，公路、公
路用地及公路建筑控制区内
应达到“八个无”的要求，即公
路标志牌前后500米无广告，
无违法建筑物和地面构筑物，
无违法搭接道口和占用挖掘
公路，无违法跨越和穿越公路
的物体，无违法非公路标志，

路基路肩边坡无非法种植物，
无摆摊设点和打谷晒场，公路
用地范围内无堆积物。

目前，各县区组织开展了
国省道沿线建筑控制区治理、
平交道口硬化、马路市场搬
迁、绿化亮化美化等行动，路
容路貌明显改观。菏泽市将委
托第三方机构严格按照制定
的“美丽公路”标准评比，对于
建设标准高、管理水平高的路
线授予“美丽公路”称号，成熟
一个、挂牌一个，并进行表彰。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周千清 通讯员 梁书恺

2020年，是菏泽全面推动农村通户道路硬化工程实施年，也是
路长制以“美丽公路”为重点的一年。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菏
泽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农村通户道路硬化累计完成709个行政
村，完成比例17 . 1%。上半年将开展“美丽公路”评比，每县区拿出两
条国省道、两条县乡道参评。

为打通道路硬化“最后一
米”，解决村民出行难题，以
2020年基本实现全市农村通户
道路硬化为目标任务，3月16
日，菏泽印发《菏泽市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菏泽市推动
农村通户道路硬化工作方案的
通知》，就农村通户道路硬化工
作作出详细方案。

据悉，菏泽市农村通户道
路硬化工程按照“雨天不踩泥、
晴天不起土”的基本标准，采取
多种形式，硬化农村通户道路。
2020年，菏泽全面推动农村通
户道路硬化工程实施。2020年
11月中旬前全面完成建设任
务，基本实现农村通户道路硬
化；12月中旬前组织开展农村
通户道路硬化验收工作，全面
总结评估实施效果。到2020年
年底，基本实现全市农村通户
道路硬化。

实施范围包括除纳入近三
年内搬迁、撤村并居、社区和城
区建设规划的村庄，以及远离
村庄的散居户(15户以内)和常
年无人居住户外，剩余行政村

全部实施通户道路硬化。
工程实施因地制宜，突

出实用，各县区结合当地实
际，根据不同村庄的经济条
件、自然环境状况，制定切实
可行的硬化方式及标准，合
理选取硬化材料，有条件的
村可以采用较高标准，经济
实 力 较 弱 的 村 可 以 采 用 块
石、卵石、红砖、预制砖、风化
料、建筑废弃料等建筑材料
实施道路简易硬化。

各县区政府、市有关部门
利用定期督导巡查、第三方机
构评估、不定期明查暗访等方
式对实施进度、资金落实、工程
质量、群众满意度等进行监督，
严格落实奖惩措施，确保农村
通户道路硬化工作任务圆满完
成。

今年，菏泽市计划新改建
农村公路1000公里，完成4147
个行政村的农村通户道路硬化
工程。截至目前，已开工249公
里，完成面层71公里。农村通户
道路硬化累计完成709个行政
村，完成比例17 . 1%。

“雨天不踩泥、晴天不起土”的户户通，通连民心

“畅、安、舒、美”的美丽公路，焕发公路新气象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多县区实探

一一起起““飞飞””阅阅菏菏泽泽美美丽丽公公路路
最美四月天，驾车行驶在菏泽境内公路上，随处可见一条条贯穿于城乡之间的公路，四通八达、宽阔整洁，花树、

民居交相辉映，呈现出一幅幅绝美的画卷。
这是菏泽“美丽公路”，也是今年路长制工作的重点，创建中的“美丽公路”路域环境如何，同时2020年是菏泽全面

推动农村通户道路硬化工程实施之年，目前进展如何，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到成武县、单县、巨野县实地探访。

春日的石楠将公路染
出红的底色，以盛开的二
月兰的紫色为铺垫，点缀
以樱花的粉色，远处是正
在抽芽的垂柳搭配的嫩
绿，穿行其中，如置身油
画。这不是公园，这是菏泽
成武县县道田南路的路肩
绿化。

“我身边种的这是海
棠，那是樱花，河边栽的是
垂柳，那边栽的还有法桐、
大叶女贞、蜀桧。”置身在
姹紫嫣红的绿化带中，菏
泽市成武县交通运输局党
组成员黄胜利向记者介绍
县道田南路路肩种植的绿
植，“这条路绿化共栽植苗
木16种、85898棵，为的是
使我们公路绿化更具观赏
性。”黄胜利说，田南路(田
集-南鲁 )是该县打造的

“美丽公路”，全长6 . 8公
里，路面宽20米(单侧路面
宽10米)，中央绿化带宽6
米，两侧路肩绿化带宽度
各16米。按照“一路一方
案”、“一路一模式”、“一路

一景观”的绿化思路，田南
路采用上乔、中灌、下花草
的绿化模式，遵循“三季有
花、四季长青、色彩丰富”
的设计理念，进行差异化
绿化，绿化树木选取品种
多元化，合理搭配绿化苗
木，提高绿化档次，使公路
绿化更具观赏性。

在国道G518成武段，
沿路是层次错落有致的绿
植。行至一处，工作人员正
在路边移栽绿植。据工作
人员介绍，国道G518成武
县境内全线一级公路，是
今年打造的美丽公路之
一，全长25公里，路面宽23
米，单侧路肩宽8米，今年
共完成12公里绿化平台树
木栽植。根据“宜植尽植、
宜绿尽绿”的总体要求，绿
化树木选取品种多元化，
路肩绿化植树4行，2行乔
木，2行灌木，坚持色彩丰
富的设计原则，共栽植各
类绿化树木2 7种、1 2 9 0 8
株，形成高中低层次感强、
姿态优美的绿化景观。

镜头一：

成武：看樱花，来田南路

单县浮龙湖至德上高
速连接线也是菏泽要打造
的“美丽公路”之一，在该
路旁，曹庄乡李庄村郭院
村村民冯芹带着孩子在玩
耍。“你看这路边的环
境多好，没事就
带 孩 子 来 玩
了。”浮龙湖
至德上高速
连接线是单
县新建成并
重点打造的
一条“美丽公
路”“旅游公路”，
是当地中心城区和副城区
的有效连接，目前这条道
路已成为当地一条美丽的
风景线，不但惠及附近村
民，更对旅游开发和沿线
乡镇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据单县交通运输局工
作人员介绍，单县将农村
公路路域环境综合整治纳
入美丽乡村建设和省级文
明县创建重要内容，以“路
长制”为抓手，通过持续开

展绿色通道植树造林”、马
路市场整治、路域环境美
化、文明出行等专项活动，
全力打造“畅、安、舒、美”
的路域新环境。今年以来，

单县开展了城乡“绿
色革命”活动，计

划完成农村公
路绿化600公
里 ，栽 植 各
类绿化苗木
11 . 5 9万株，
每天出动洒

水车6部，保洁
人员40人次，确保

348 . 4公里的县道扬尘污
染治理。

同时对国省道、县道
进行路肩恢复，目前已恢
复路肩220 . 67公里，国省
道累计投资1456 . 6万元，
动用土方2 3 6 . 6 3万立方
米，县道累计投资491 . 67
万元，动用土方214万立方
米，对恢复的路肩统一用
葛巴草和二月兰进行补植
绿化，目前已完成补植绿
化面积,29万平方米。

镜头二：

单县：“旅游公路”美景看不完

穿村而过的硬化道路
平坦而笔直，与连接每一
户家门的胡同相接，路两
侧是层次分明姹紫嫣红的
绿植。“我们这里是柳林镇
毕庄村。”若不是菏泽巨野
县毕庄村村主任史秀云介
绍，走进村里，让人有一种
走进别墅区的感觉。

早饭过后，骑自行车
的老人、蹬着儿童车的孩
童沿着通到家门口的路走
出，相互问候打着招呼，这
是村里户户通道路，也是
村民们的幸福之路。

“我们村有二十多个
胡同，有长的有短的，但是
通户道路硬化已经全部覆
盖了，施工三轮车进不去
的很窄胡同也铺了砖。”史
秀云说，他们村160余户村
民都很支持，门口就是干
净的硬化路面，村民的卫
生意识也不自觉地提高。

“村里有分类垃圾桶，路好
走，运垃圾的车每天都会
来，垃圾不过夜。”她说。

幸福路带来了多少幸

福感，77岁的王正起说起
时很激动，“我们这个村落
后，以前村里就一条小油
漆路，很窄，街上都是砖头
瓦块。下雨路上都是泥，没
法出门。”王正起说，如今
硬化路面连着家门，以后
什么样的天气都不用担心
路不好走。

享受菏泽美好交通，没
有一户会被落下，柳林镇郎
庄村的村民享受到交通带
来的便利，也享受到交通带
动经济的红利。“以前村里
是泥路，想招商，别人也不
敢来。一看路，说运输不行，
东西运不出去。自从村里修
好路，村里又引进了很多新
品种树苗，种植面积几十
亩，带动了集体经济发展。”
郎庄村村支部书记郎中潮
说，他们村正发展集体经
济，以种植桃树为主，他们
种的桃树已经成活，两年半
到三年可以结果，就可以运
出去卖掉，这一切都得益于
修到村民家门口的硬化道
路。

镜头三：

巨野：户户通让幸福感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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