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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日照市交通运输局围绕港口经济、县域经济、物
流发展和服务民生等方面，不断强化先行交通、为民交通、和
谐交通建设。2013 年，30 吨矿石码头建设等 10 项港口重点工
程进展顺利，截至 11 月底，已完成 35 . 15 亿元投资。

日照机场高速报告

已上报省厅审查

港口建设稳步推进，30 万吨
级原油码头扩建、30 万吨级矿石
码头等 10 项港口重点工程进展
顺利，截至 11 月底，已完成港口
建设投资 35 . 15 亿元，占年度计划
的 89 . 6%。

积极推进日照机场沈海高速
连接线工程、潍日高速、岚临高速
等重点工程前期送审工作；日照
机场高速工程可行性报告已上报
省交通运输厅审查；潍日高速工
可报告已通过省发改委审查，岚
临高速工程即将完成项目投资人
招标工作。

县道山海路西延工程南湖至
三庄段已全面完工，三庄至莒县
段正在进行路基工程施工，预计
明年 7 月份全部完工；农村公路
改造工程已完成 750 公里，完成
安保工程 123 . 4 公里，危桥改造 18

座，完成投资近 4 亿元。
莒县、五莲县 1390 公里农村

公路网化示范工程顺利通过省财
政厅和省交通运输厅联合验收。

今年新能源汽车

发展到 467 台

今年以来，市交通运输局降
低准入门槛，全面放开道路货运
市场，全市新增货运企业 105 家，
货运企业保有量增长 20% 。货运
车辆发展到 2 . 4 万余台，总吨位
达 23 . 6 万余吨，分别增长 6 . 8% 和
7 . 8%，其中危险品车辆 449 台，增
长 20%；集装箱车辆 1137 台，增长
7 . 7%。

共有 16 家运输企业购置新
能源货运车辆投入运营，新能源
货车发展到 467 台，比去年增长
142%。积极推进农村物流发展，依
托凯达物流有限公司投资 7400 万
元，建设完成了农村物流分拨中
心，并投资 500 万元，建成物流信
息数字化管理平台。

1-11 月，累计实现客运量
4192 万人，旅客周转量 288452 万
人公里，同比增长 3% 和 3 . 01% ，

实现货运量 11745 万吨，货物周转
量 2888425 万吨公里，同比增长
8 . 25% 和 8 . 21%。

升级 118 处公交亭

更新出租车车型

大力实施城市公交优先发展
战略，积极牵头落实市委市政府
2013 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公共交
通系统升级改造目标要求，财政购
置 100 台新能源公交车投入运行，
同时，对 50 台油耗大、污染重、乘
坐舒适度差的废旧车辆进行了集
中报废拆解，协调住建部门对 118

处公交站亭进行改造升级。

3 处公交综合停车场项目有
序推进。今年以来，新开通 3 条公
交线路，延伸、调整、优化了 16 条
公交线路。夏季旅游高峰时期，延
长了 20 条公交线路的运营时间。

指导督促市区出租汽车公投
资 76 万元，更新出租汽车级型。
目前，市区出租车全部达到 1 . 8

升排量的高一级轿车标准。

查扣 40 余辆“黑出租”

打击违法活动 403 次

集中整治道路运输市场。继
续实施“有奖打黑”机制，今年以
来，共查扣“黑出租”40 余辆次，纠

正不文明行为 200 余次；会同市
旅游局开展了旅游客运市场整治
活动，共查处违规旅游客车 16

辆；配合住建委、公安、行政执法
等六部门，对建筑垃圾运输市场
开展规范整治，通过预审市区共
有 32 家企业、387 辆运输车辆取
得资格。

超限超载治理成效显著，今
年以来，全系统共开展打非治违
活动 403 次，查处无证、证照不全
或过期、超许可范围从事生产经
营建设 69 起，查处超载超限车辆
6000 台次，查处超员车辆 9 辆，分
流旅客 60 人，处罚交警抄告违章
车辆 31 辆。

截至今年 11 月底，日照已经完成 35 . 15 亿元港口建设投资。

全家总动员 圣诞齐欢聚

又到一年喜庆时,银色的圣诞和欢乐的
新年款款走来。12 月 25 日晚北京红黄蓝亲
子园日照分园第四季圣诞嘉年华跨年舞会
在岚桥锦江大酒店拉开了帷幕，近百个家
庭共同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圣诞狂欢之夜。

晚会正式开始前精致的餐点在让大家
大饱口福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举办方对宝
宝的用心。紧接着圣诞 VCR 第四季终于在

千呼万唤中震撼上映了，期间笑声、掌声从
未间断。圣诞老人的绚丽登场，给大家带来
惊喜和礼物。红黄蓝老师们别出心裁的夜
光魅影瞬间点燃了晚会的激情；妈妈和宝
宝们的舞蹈温馨而又优雅；炫酷的爸爸们
同样不甘示弱，《超级奶爸》让大家一饱眼
福 .

红黄蓝亲子园第一批小会员(山东少儿
频道的特约《人来风》剧组小演员)----李基
正小朋友带来的歌舞表演博得了全场阵阵
的掌声；可爱活泼的竹兜童话剧吸引了全
场小朋友们的目光，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
盛宴给全场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与
家人一起共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圣诞节！

红黄蓝亲子园成立近四年，一直秉承
着爱心与责任，致力于培养健康、快乐、有
竞争力的儿童，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季
圣诞嘉年华跨年舞会。

日照市公路局材料处积极提高管理水平

本报 12 月 26 日讯 (通讯员 梁凯 )

为保证在建工程的沥青材料供应，日
照市公路局材料处加大管理力度，提高
四化管理水平，优质、高效地开展各项
工作，确保工程进度。

该处通过不断丰富管理内涵，细化
沥青供应过程的每个环节，把“精、准、
细、严”的要求落实到每一个科室的工
作流程、每一个岗位的职责要求、每一
个人的行为规范，实现工作到岗、责任

到人，形成“人人争当先进、个个争创一
流、服务供应大局”的良好局面。

通过强化沟通与协作，该处形成上
下内外一盘棋。对外，积极主动与工地
联系、沟通，急工地之所急，想工地之所
想，树立良好的服务形象。对内，各科室
场站所牢固树立了“顾大局，识大体”的
思想，加强团结，密切协作，在工作中既
分工负责，又通力合作，营造和谐、干事
的良好氛围。

强化队伍建设深化创先争优
本报 12 月 26 日讯(通讯员 梁凯) 今

年来，市公路局材料处以强化队伍建设为
抓手，深化创先争优活动，建立良性工作机
制，促进材料供应工作再上新台阶。

一是强化大局意识。该处始终围绕大
局开展工作、发挥作用，努力提升材料供应
工作水平，促进科学发展。具体而言，就是
在提高整体工作水平的同时不断增强实
力，树立良好形象。

二是强化创先争优意识。要求党员干

部带头学习提高、带头争创佳绩、带头遵纪
守法、带头弘扬正气，争当优秀职工。

三是强化服务意识。通过召开集中学
习、座谈会等形式，进一步明确了为科学发
展服好务，为材料供应尽好责，提高服务质
量和水平，让客户满意。

四是强化纪律意识。完善各项规章制
度，并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工作纪律、财务
纪律和廉政纪律，坚决执行上级的统一部
署。

日照市交通运输局强化交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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