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济铁路山东段首榀箱梁架设
通行后郑济之间将缩短至1 . 5小时

本报德州10月15日讯(记者
王瑞超) “驾驶员、驾驶员，

吊钩全部检查完毕，安全，开始
起吊！”近日，在山东省德州市
郑济铁路齐河制梁场，随着现
场吊梁总指挥易明伟一声令
下，中铁上海局为郑济铁路“私
人订制”的高铁提梁机正式开
始提梁作业。

经过半个小时的缓缓升起
并移动，一榀重约830吨、长32 . 6
米的双线铁路箱梁平稳落在了
郑济铁路长清黄河特大桥611号
和612号桥墩上，至此，郑济铁路
山东境内箱梁架设拉开了序幕，
标志着郑济高铁山东段建设从
桥梁基础施工转入上部结构施
工，为全线建设带了好头。

在齐河制梁场架设现场，大
型提梁采用了2台TLJ450/46型
轮轨式提梁机，最大起重量为

900吨。提梁机虽然看起来体积
庞大笨重、行动缓慢，其实只要

操控室驾驶员、地面和桥梁的指
挥人员相互配合就能顺利完成
梁体的提升、横移、对位、落梁作
业。

截至记者发稿时，郑济铁路
齐河制梁场已经完成钻孔桩
3800根，承台105个，墩身75个，
预制大型箱梁38孔，架设箱梁3
孔。中铁上海局郑济铁路项目
部承担了郑济铁路山东段站前
1标正线约33千米的施工任务，
共需制架箱梁780孔，计划2021
年11月份完成架梁任务。该项
目进场施工以来，精心组织，奋
力攻坚，充分体现了良好的企
业形象，集中展示了参建员工

“勇争先锋勇夺第一勇冠三军”
的良好精神风貌。

郑济高铁位于山东省西部

和河南省东北部，连接山东、河
南两省省会。郑济高铁山东段
正线全长约168 . 4km，其中桥
梁长度158 . 6km，占线路总长
的93 . 93%。共设车站5座，分别
为接轨站济南西站，新建站长
清站、茌平南站、聊城西站和莘
县站，另通过联络线连接济南
站、大明湖站。通车后，郑州至
济南通行时间将缩短至1 . 5小
时，郑州至青岛通行时间将缩
短至3小时以内。

郑济铁路是国家“十三五”
铁路规划重点项目，也是国家

“八横八纵”高铁网的重要连接
线，使命光荣、任务艰巨、责任重
大，预计2023年建成通车，对带
动沿线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本报菏泽10月15日讯(记者
朱贵银 通讯员 郭轶敏

罗涛) 10月15日，在国家扶贫
日的前夕，国网山东电力扶贫工
作“媒体开放日”活动在菏泽巨
野举行，来自新华网、大众日报、
山东电视台、齐鲁晚报等十余名
主流媒体记者到各扶贫现场进
行采访，切身感受到山东电力立
足行业扶贫和定点扶贫取得的
积极成效。

“水稻的种植面积是多少？
能为村集体和贫困群众带来哪
些好处？”在田庄镇杜庄村，面对
记者的提问，菏泽供电公司驻村

“第一书记”屈国栋进行了详细
讲解：“农户的脱贫不是简单的
给点钱或者买些物品，而是要从
思想上改变，这个改变是个潜移
默化的过程，贫困户要亲身体验
到项目的带来的益处，然后学会
如何去做，而且坚持去做，这就
是输血和造血的不同，这也是稳
脱贫的重要一步。”

在田桥镇扶贫产业园，记者
们对光伏电站建设、扶贫车间运
转、阳光收益分配等情况进行详
细了解，现场采访扶贫企业负责
人、受益贫困户，对光伏电站与
扶贫产业园互联互通运作模式
给予充分肯定。

“每年能领到多少光伏扶贫
项目补贴？现在生活上面还存在
什么困难吗？”记者向马台子村
贫困户详细了解脱贫情况，都得
到了满意的回答。

在巨南民立小学，媒体记者
深入课堂了解学生亲身感受，查
看学校改造前后对比资料，对学
校发生的变化表示赞叹，为部分
留守儿童能够得到良好的教育
环境感到无比欣慰。

“‘慧农帮’销售额占比多
少？山东电力的消费扶贫举措对
企业发展有什么影响？”面对提
问，山东康世食品有限公司负责
人详细了解消费扶贫成效及企
业效益，从辣椒酱生产车间到辣

椒种植基地，受益的贫困户都喜
笑颜开，“电力扶贫，扶到了点子
上，扶到了我们的心窝里。”

据介绍，自2016年以来，国网
山东电力累计投资29 .69亿元，全
面完成了8654个省扶贫工作重点
村的配农网建设改造，有效满足
黄河滩区易地扶贫搬迁用电需
求，村村通动力电实现全覆盖。
积极开展光伏扶贫，全额消纳
光伏扶贫电站电量，优化电费
结算和服务流程，累计发放国
家补贴18 . 59亿元，惠及32 . 6万
贫困户。累计选派驻村扶贫干部
266名，其中第一书记159名、驻村
工作队员107名。通过淘宝、国网
商城、慧农帮等线上平台，及举
办农产品推介会、存电费·送特
产等活动推广销售扶贫产品。
国网山东电力累计完成扶贫产
品采购3308万元，累计向定点帮
扶地区投入捐赠资金7870万元，
建设了一批产业发展、电能替
代、关爱留守儿童等民生工程。

国网山东电力

举办扶贫工作“媒体开放日”活动

10月13日上午，第103届全
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山东国际
会展中心开幕。展会现场人头攒
动、熙来攘往，琳琅满目的产品
吸引了不少市民和企业前来参
观洽谈。作为本次糖酒会的东道
主，鲁酒军团参展热情高涨，彰
显好客山东的风采，赢得往来客
商的一片赞誉。

开幕式结束后，中粮集团、
济南市相关领导到展馆巡馆。此
次特别设立的山东展区位于E
馆，全面展现了山东品牌改革创
新发展、引领品质消费的时代面
貌，集中凸显山东作为本届糖酒
会东道主身份的风采形象，充分
释放了山东酒类食品行业企业
未来的发展潜力。

巡馆过程相关领导亲临百
脉泉酒业展位，济南市食品工业
协会会长，山东百脉泉酒业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成
新对来访领导进行了热情接待。
李成新向巡馆领导介绍了荣获
布鲁塞尔国际大金奖的“42°百
脉泉·泉城壹号”，领导现场品
鉴，给予了高度评价。

济南市相关领导指出,济南
被誉为“泉城”，泉水酿酒是我们
鲁酒的特色之一，希望百脉泉酒
业可以让济南特有的泉水文化
和酒文化更好地走出山东，走向
全国。

据了解，面对首次参展的全
国糖酒会大平台，百脉泉酒业的
惊艳亮相，旨在讲好鲁酒故事，
弘扬鲁酒文化，树立鲁酒高端品
牌，发挥山东省白酒骨干企业的
品牌引领作用，为早日实现山东
白酒进入国家白酒行业第一梯
队的美好愿景贡献自己的力量。

(万家成)

百脉泉酒业
惊艳亮相全国糖酒会

本报济南10月15日讯(记者
王瑞超 实习生 卢姗) 10

月15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济
南南部山区的袁洪峪·楸林雅筑
康养旅游体验综合体。中国济
南泉乡康养产业发展论坛于今
日在此召开，中国铁路济南局
集团公司旗下山东中铁文旅发
展集团公司与济南市南部山区
管委会举行了“文旅和康养产
业投资协议”签约仪式。协议
的签署，标志着双方进入实质
性合作阶段，也标志着中国铁
路济南局集团公司正式发力进
军康养领域，并将以袁洪峪项
目为起点，科学规划、分步实
施，着力打造和构建全省域的
康养产业集群。

康养旅游顺应了人们对健

康的追求和旅游观念的转变，
康养度假也成了后疫情时代最
重要的旅游类型和模式。借助
举办中国济南泉乡康养产业发
展论坛，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
公司实施并建设了袁洪峪·楸林
雅筑康养旅游体验综合体项
目。该项目占地115亩，建筑面
积约1 . 5万平方米，有18栋主建
筑构成，由山东中铁文旅发展
集团负责运营。

山东中铁文旅发展集团公
司副总经理冯爱君表示，山东
文旅集团将康养事业作为今后
重点转型的方向。袁洪峪·楸林
雅筑康养旅游体验综合体依托
南部山区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优势，以泉水文化为引领，以
康养旅游体验为主题，以精品

民宿为特色，着力打造集高端
养生理疗、会议培训、住宿餐
饮、旅游度假等为一体的综合
服务中心。旨在将其建设成为
济南康养产业的别样点缀和耀
眼风景。

袁洪峪位于济南南部山区
柳埠街道所辖区，距离济南市
区48公里，距泰山主峰仅有16
公里，处于“泉乡药谷”精品
旅游线中心地带，毗邻九顶塔
中华民俗欢乐园，亓城水库、
药乡国家森林公园，拥有得天
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康养资源。
峪内百年楸树成林，山洞纵横
穿越；苦苣泉、避暑泉、琴
泉、试茶泉分布其中，均曾入
选济南72名泉录，故有“南部
泉都”之称。

袁洪峪康养旅游体验综合体
落地济南南部山区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公司正式进军康养领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瑞超

近日，由山东高速集团投
资建设的京台高速公路德齐段
改扩建工程第二标段率先完成
首段第二次转序，标志着此标
段路面的基本竣工，具备通车
条件。

“本标段第二次转序作为
此工程的重要节点，标志着此标
段路面的基本竣工，具备通车
条件，也是本项目全线转序的一
个开端”，京台高速德齐段改扩
建工程二标段总工程师郑帅说。

截至2020年9月底，项目年
度投资累计完成37 . 5亿，占年

度38 . 05亿的98 . 55%。下一步，
京台高速德齐段改扩建项目将
集中力量做好剩余段落施工任
务，确保优质高效完成B幅第二
次转序任务。

京台高速改扩建德齐段是
山东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路
段，也是山东省2020年交通工程
重点建设项目。据了解，本项目
全长93 . 138公里，工程总投资约
119亿元。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
12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大大提
升京台高速通行能力和服务水
平，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加强
山东与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的联
系具有重要作用。

10月14日，“十城明月”
张家界&腾讯游戏战略合作暨
《天涯明月刀》手游上线盛典
启动仪式圆满落幕，本次活动
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和规模成功
探索跨界文旅合作的新高度，
与少侠们共赏一场十城升月的

地理奇观。
月起岱宗，作为十城共升

明月的的其中一站，在泰山玉
皇顶泰山升明月仪式也圆满完
成。此次活动希望以电竞新文
创的形式为城市文旅赋能打造
特色城市名片。

“十城共升明月”
探索电竞文旅合作新思路

京台高速改扩建德齐段
二标路面具备通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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