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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滨州州港港迎迎来来第第一一艘艘万万吨吨级级货货船船
标志着滨州港正式试运行，滨州人实现了“海港梦”

3辆公交车变更站点

1辆公交车暂停营运

本报10月13日讯(通讯员
李鹏 记者 王晓霜 邵芳)

经过近8年的开发建设，13日上
午，滨州港海港港区起步工
程——— 2x3万吨级散杂货码头
(结构预留5万吨级)成功试通
航。2个3万吨级通用散杂货泊位
投入使用，标志着历代滨州人民
追求的“海港梦”成为现实。

13日上午，滨州港海港港
区，海风徐徐，天气阴冷。一大
早，工作人员就等在港口迫不及
待见证历史性的一刻。上午10时
10分左右，一艘从烟台港驶向滨
州港的万吨级货船在滨州港港
口成功靠岸，标志着滨州港正式
试运行。

市委副书记、市长崔洪刚表
示，滨州地处山东中北部，滨州
港是济南、莱芜、聊城、临沂等省
会城市群经济圈最近的出海通
道。滨州港通航后，济南的企业
如经滨州港运输，比到青岛港至
少缩短百公里的距离。以前省会
城市群经济圈里的各市，海运主
要是到青岛港、日照港等港口，
滨州港通航后，各市出海距离将
大大缩短，会为企业节省众多运
输成本。

海港港区作为滨州港的综
合性港区和主体港区，通过双堤
环抱和挖陆及突堤相间的港池
布局模式，规划建设3-20万吨级
泊位120个以上，形成深水岸线
42 .5公里，港口用地57 .5平方公

里，水域面积900平方公里，以服
务临港工业的能源、原材料和化
工品运输为主，兼顾集装箱运
输，承担临港工业服务、腹地物
资中转运输和综合物流服务等
功能，设计吞吐能力6000万吨以
上。经过几年的努力，滨州港累
计完成投资超过43亿元，一期工
程全部建成，二期工程全面展
开，在功能定位、规划前期、项目
储备、工程建设、基础设施、发展
方式等方面取得重要阶段性成
果，实现了滨州万吨港从无到
有、零的突破，结束了滨州无海
港的历史。

依托矿石、原盐、煤炭、建
材、海洋化工、粮油加工等优势
工业集群，滨州港海港港区开港
后即可实现年货物吞吐量500万
吨。崔洪刚表示，从12日5000吨
级、7000吨级货船成功靠岸，到
13日万吨级船靠港，标志滨州港
已正式开始试运行。“要借这次
试运行的时机，把运营队伍、管
理体制、基础设施建立完善，为
正式运营打好基础。”可以预见，
随着境内高速公路、疏港公路、
疏港铁路等交通网络及防波堤、
航道等港口公共基础设施的日
臻完善，港口腹地将快速拓展，
加之丰富的岸线和后备土地资
源，滨州港将成为极具发展潜力
和后发优势的沿海港口，也必将
为滨州乃至全省经济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

万吨货船顺利靠岸，标志着滨州万吨港试通航成功。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

滨滨州州万万吨吨港港成成功功通通航航
将将加加快快沿沿海海开开发发步步伐伐

前期规划提供

充足项目储备

按照规划，海港港区近期
目标是建设2个3万吨级(结构
预留5万吨级 )通用散杂货泊
位、3个5万吨级(结构预留10万
吨级)液体化工泊位和3个5万
吨级(结构预留10万吨级)多用
途泊位，年设计吞吐能力2000
万吨以上；中长期规划建设原
油、液化、煤炭、集装箱、件杂货
等3-20万吨级泊位120个以上。
套尔河港区梯次规划整理岸线
45公里，建设1000-5000吨级泊
位150个左右，设计年通过能力
5000万吨以上，打造河海联运
黄金水道，拉动滨州临港经济
低成本快速发展。大口河港区
规划岸线1 . 6公里，建设大口河
东岸及鲁北运河1000-3000吨
级泊位20个，设计年通过能力
500万吨，为鲁北国家级循环经
济示范基地建设和持续快速发
展打造坚实平台。小清河港区
规划岸线4 . 19公里，陆域占地
面积约3 . 43万方公里，规划建
设500-1000吨级泊位50个，逐
步发展成为以大宗散货运输为
主，件杂货、液体化工品、集装
箱运输为辅的现代化内河港
区。

目前，滨州港2个3万吨级
(结构预留5万吨级)通用散杂
货泊位已建设完成，防波堤、航
道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前期工
作也已完成，套尔河航道综合
整治、小清河内河通航工程前
期工作全面展开，为当前及今

后一个时期滨州市沿海港口及
内河航运发展提供了充足的项
目储备。

一期工程完工

二期快速推进

自2005年底新一轮滨州港
建设重新启动，特别是2010年4
月2×3万吨级散杂货码头及附
属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以来，滨
州港累计完成投资超过4 3亿
元，全面建成2×3万吨级散杂
货码头、11公里引堤、17公里港
区一级公路、6公里东防波堤、
3 . 2公里南防波堤、1#锚地及运
营管理调度中心等七大工程，
一举建成长达17公里的集防波
堤、挡沙堤、深水岸线、集疏运
通道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
工程，圆满完成滨州港海港港
区一期工程建设任务。

今年以来，滨州港二期工
程和实现滨州港正式开航运营
的各项工程快速推进，3×5万
吨级液体化工码头工程(结构
预留10万吨级)、防潮堤二期工
程(临港堆场及物流园区陆域
形成工程 )、防波堤二期工程
(西防波堤及东西潜堤工程)等
项目已完成投资3亿元。

另外，在滨州港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方面，几年来共抛填
砂石料1800多万方、堤心吹填
2000多万方，建成长达17公里
的集防波堤、挡沙堤、深水岸
线、集疏运通道等多功能于一
体的综合性工程，新增宜港岸
线28公里，初步搭建起亿吨大
港的框架，为港界内9万亩可利

用滩涂土地资源的有效深度开
发和实施“地主港”发展模式奠
定了坚实基础。

“一三六二四”

实现北部崛起

滨州港试通航成功只是开
始，如何以此为契机，实现滨州
北部沿海崛起是下一步的工作
重点。为此，滨州市将继续海港
港区和套尔河航道梯级的开发
建设，推进港航事业“一三六二
四”发展战略以及规划的实施，
努力把滨州港建成有效支撑

“黄蓝”两区开发建设的区域性
亿吨大港，为加快形成沿海新
的经济隆起带打造强力引擎。

“一”即坚持一个建设目标
和发展定位。立足滨州全市，服
务省会城市群经济圈，面向环
渤海，对接京津冀，用5-10年时
间，将滨州港建成有效支撑“黄
蓝”两区开发建设的区域性综
合港口。“三”即按“三步走”完
成建设目标：第一步到2013年，
建成滨州港水电讯配套等一系
列附属工程，实现海港港区开
航运营；第二步到“十二五”末，
建成海港港区防波堤工程、3万
吨级以上深水航道及5万吨级
液体化工等大型深水泊位，形
成2000万吨吞吐能力；第三步
到“十三五”末，建成一大批件
杂、原油、矿石和集装箱等大型
深水泊位，实现区域性综合港
口的建设目标。

“六”即从现在起重点规划
建设六大工程：滨州港海港港
区防波堤二期工程、3万吨级以
上深水航道工程、防潮堤二期
工程、3-5万吨级大型深水泊位
工程、套尔河港区3000-10000
吨级中小码头群工程以及小清
河复航工程。另外还要保证质
量，继续争取优惠政策和资金
支持，确保滨州港建设和港航
事业科学发展。

滨州万吨港的成功试通航标志着滨州港前期规划、工程建设、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以及发展方式都取得了巨大突破，将进一步加快
滨州市转身向海、沿海开发的步伐。日前，《滨州市北部沿海产业发展规
划》正式出台，也对滨州港建设作了详细规划。到2020年，将滨州港建设成3
万吨以上级深水泊位53个、吞吐量6000万吨的地区性重要港口。

本报记者 王晓霜 邵芳

魏桥铝业 >>

每吨货物运费

可节省成本20%

本报10月13日讯 (记者
王晓霜 邵芳 ) 滨州港

试运行后，继续按照港口
工程基本建设程序要求和

“边建设、边运营，边培育
市 场 、边 磨 合 机 制 ”的 原
则，在试运营过程中将积
极探索互利共赢的长效合
作运营体制，以推动滨州
港及临港产业健康快速发
展。

以魏桥铝业为例，该
公司需要许多从外国进口
的矿产原材料。以前，公司
需 要 从 印 尼 进 口 铝 矾 土
时，首先要将材料运送到
烟台港，然后再用小船从
烟 台 港 经 套 尔 河 运 往 滨
州。现在滨州港开始试运
行，情况也截然不同了。铝
矾土运到烟台港后，可直
接通过万吨级货船运送至
滨州港口。“总体算下来，1

吨货物大约节省 2 0 %的成
本运费，也就是节省约 1 0

元。如果按照1000万吨的货
物来算，就能节省1个亿。”
烟台港相关负责人说。不
但运输成本有所减少，还
缩短了大批货物从烟台港
运往滨州港的运输时间，
同时也提高了货物运输的
效率。

滨州港是山东海上的
北大门，处于京津冀和山
东半岛两大经济发达地区
的连接地带，同时处于黄
河三角洲的中心地带，是
鲁西北地区唯一的货物进
出口岸。腹地跨三省八市，
直接拉动鲁中、鲁西南、河
北 中 部 等 区 域 经 济 的 发
展。

相关链接

本报10月13日讯(通讯员 苏
会霞 王庆 记者 邵芳) 记者
从滨州市公交公司获悉，由于暖
气管道的敷设，12日起，11、12、
103路车部分站点发生变更。

11路公交车，由原黄河二路、
渤海三路至黄河三路改为由黄河
二路、渤海二路向北，改后，华纺
股份、滨印集团站点临时取消。12
路、103路公交路线中，第五中学、
红旗居委会、滨印集团站点临时
取消。恢复原路线时间暂未通知。

此外，因小开河村至河沟张
路段封闭修路，导致10路(公交枢
纽中心—小开河)公交车无法正
常通行。从10月14日起，10路公交
车将暂停营运。

全市中小学校

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本报10月13日讯 (通讯员
王艳辉 赵海珍 记者 谭正
正) 近日，滨州市少工委在少先
队建队纪念日期间，组织开展滨
州市纪念少先队建队64周年系列
活动。

10月13日前后，全市中小学
校将紧紧围绕“红领巾相约中国
梦”这一主题，相继开展“红领巾
相约中国梦”主题队会活动，举行
全市统一入队仪式，举行少先队
鼓乐展演活动，开展“心愿直通
车”少年儿童关爱行动新学年集
中性活动等系列活动，营造良好
的少先队节庆氛围。使全市广大
少年儿童学习少先队队史、队章、
队歌、队礼等知识，更好地了解组
织，增强少先队员对少先队组织
光荣感、归属感的培养，激发广大
少年儿童心中的理想梦、科学梦、
创造梦、报国梦。

全省义诊活动周开始

义诊免挂号费齐进行

本报10月13日讯 (记者 张
牟幸子) 10月13日-19日，全省
范围内将开展“服务百姓健康行
动”大型义诊活动周，其中13日全
省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免收挂号
费。滨州市的各类医疗机构在免
收挂号费的同时，也积极开展义
诊活动。

根据部署，13日活动启动日
当天，全省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免
收患者挂号费，同时各县级以上
地方卫生行政部门要在每个市、
每个县(市、区)的1个以上公共场
所开展1天义诊。13日上午，滨州
市人民医院和滨医附院均开展了
义诊活动，前来咨询问诊的以老
年人为主。滨医附院门诊大厅内
设立了免费测量血压和领取宣传
单页的服务台，并增派了导医指
导患者如何挂号。工作人员介绍，
今天来看病的患者虽然要挂号，
但是挂号费全部免费。

13日上午8点，在渤海七路影
剧院广场，市人民医院20多个科
室的主任专家正在为市民义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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