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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月月11日日起起铁铁路路实实施施新新运运行行图图
济南站、青岛站、青岛北站可网上订餐

本报济南6月21日讯(记者
王瑞超) 自2018年7月1日

零时起，铁路部门实施新的列
车运行图。调图后，济南局集团
公 司 办 理 旅 客 列 车 将 达 到
356 . 5对，较现图增加7 . 5对，
其中始发终到列车187对，比现
图增加6 . 5对。

这次调图，中国铁路济南
局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优化日
常图、周末图和高峰图列车开
行方案，对部分热门方向开行
列车编组规律进行调整，运力
配置更加符合日常、周末、小长
假、春暑运及突发客流需求。

热门方向运力持续增加。
新图持续优化增加了去往北京

方向、青荣城际热门方向列车
产品，增开荣成(济南西)至北
京南G478/G341次、济南西至
北京南G340/G339次(周末
线)、北京南至泰安(济南西)
G4213/G4214次(高峰线)、新
增晚间时段开行的青岛至威海
C6526/7次(周末线)1列以及
济南至荣成D6073次日常开行
列车1列，还优化调整了部分列
车开行区段和开行规律。

石济高铁运力更加充足。
石济高铁开通运营即将满半
年，济南局集团公司再次优化
增加石济高铁客运产品，新增
济南至石家庄间始发终到动车
组列车6对：济南西至石家庄

D41 5 8 /D4 1 5 7次、D41 6 0 /
D4159次、D4154/D4153次、
D4156/D4155次高峰线列车4
对，石家庄至济南西D1605/
D1602次、D1607/D1608次周
末线2对。并通过延长运行区段
或调整经由的方式为石济高铁
增加多趟列车，相关车次有：青
岛 北 至 郑 州 东 G 1 8 4 2 / 3 9
G1840/1次、西安北至济南西
G2052/3 G2054/1次、广州南
至济南西G2056/7 G2058/5、
杭州东至太原南G 1 8 6 2 / 3
G1864/1次、上海虹桥至石家
庄G54/G53次以及高峰线太原
南至上海虹桥G4284/1 G4282
/3次。新图实施后石济高铁开

行总对数将由现图的15对扩大
到26 . 5对，石济高铁线路列车
开行范围拓展至上海虹桥、杭
州、广州、西安等方向。

山东高铁开行范围再度
拓展。铁路部门根据暑期市
场需求，拓展了既有列车产
品路网覆盖范围，提高开行
质量。将济南西至汉中G1831
/G1832次列车开行延长至了
重 庆 西 ；原 西 安 北 至 徐 州
G1982/G1985次运行区段调
整为西安北～济南西，车次
改为G2052/3 G2054/1次；
广州南至郑州东G550/G549
次延长至济南西，车次改为
G2056/7 G2058/5。此外高

峰线列车泰安至沈阳G4266/
7次延长至枣庄始发。

铁路互联网订餐站点增至
38个。6月5日起，铁路部门陆续
增加济南站、青岛站、青岛北
站、沈阳站、天津站、南京站、乌
鲁木齐站等11个互联网订餐供
餐站或特产预订配送站。新增
站点主要是动车组密度较大的
高铁普速混合车站和部分省会
城市或计划单列市主要车站，
以及个别客流较大的地市级
车站。增加后，全国铁路互联
网订餐和特产预订站达到38
个，其中山东省内占4个，分别
为济南西站、济南站、青岛站、
青岛北站。

““龙龙舟舟””竞竞渡渡 省省交交通通厅厅举举办办
““安安全全宣宣传传咨咨询询日日””活活动动

本报济南6月21日讯(记
者 王瑞超 实习生 张娟
娟) 近日，山东省交通厅联
合济南市交通运输委、山东
省交通运输集团，在济南长
途客运总站举办“安全宣传
咨询日”活动。

活动以“生命至上安全
发展”为主题，现场为旅客提
供安全生产咨询，发放安全
宣传品，并组织旅客开展“我
要安全”签名。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安全
监督处副处长赵沁芳表示，

“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选择
长途汽车站，通过面向广大
旅客，能够更加深入人心。安
全生产月活动期间是多点、
多线、多面同时开展。不仅是
在济南长途汽车站，其他汽
车客运站、港口客运站、施工
工地、收费站、服务区等人员
密集场所都在同步开展一系
列的宣传咨询活动。同时广泛
开展典型宣传、集中宣讲、事
故灾害警示教育、应急演练等
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希望通
过这些活动，进一步弘扬安
全发展理念。

记者了解到，长途汽车
总站的安检仪器，是全省首
家使用双射线安检的长途客
运场站，避免了传统的安检
仪器从上到下进行照射造成
漏查。现在的安检仪器通过
纵向和横线两个角度进行照
射，增加了三比识别度，提高
过包速度，减少因为摆放角
度不同造成的危险品的漏
查，保障了乘客的出行安全。

济宇高速驾驶员赵永俊
介绍，对于班车安全，在发车
前，会对乘客及驾驶员做到
五不两确保，不疲劳驾驶，不
超远，不超速，不接打手机，
不关闭动态监测系统，确保
旅客系好安全带，确保旅客
生命安全，在中途服务区会
做相应的休息，提醒乘客系
好安全带。

该活动进一步普及了交通
运输安全知识和法律法规，提
升了广大旅客安全意识和安全
素质，营造了学安全、讲安全、
重视安全的浓厚氛围。活动同
时在全省港口客运站、施工工
地、收费站、服务区等人员密集
场所开展。

我我省省有有了了““绿绿色色发发展展基基金金””
主要投资节能环保绿色产业和低碳领域新兴产业

本报济南6月2 1日讯 (记
者 王瑞超 ) 19日，山东省
绿色发展基金合作签约仪式
在山东大厦举行。基金主要
投资山东清洁能源、绿色交
通、绿色建筑等节能环保绿
色产业和新技术、新材料等
低碳领域新兴产业。

今年1月，国务院以“国函1
号文”正式批复了《山东新旧动
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
案》，山东省出台了具体的实施
意见、实施规划，其中实施规划
明确提出积极争取利用国际组
织贷款，设立绿色发展基金。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委省
政府的战略部署，促进全省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山

东发展投资集团创新运用国际
金融组织资金，发起设立山东
省绿色发展基金。基金总规模
为100亿元人民币，将综合运用
亚洲开发银行、法国开发署、德
国复兴信贷银行、绿色气候基
金等国家主权贷款资金，吸引
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目前，此项
工作与相关国际金融组织已达
成共识，国家、省发改委和财政
部门给予了大力支持。

合作协议约定由山东发展
投资集团与同方股份公司旗下
唯一的金融资产管理和投资平
台——— 同方金融控股(深圳)有
限公司，共同组建基金管理公
司，联合社会投资人发起设立
首期绿色发展基金，规模17亿

元人民币。基金主要投资山东
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
等节能环保绿色产业和新技
术、新材料等低碳领域新兴产
业，支持我省新旧动能转换重
大工程实施和绿色产业发展。

下一步，山东发展投资集
团将根据国家和我省绿色产业
发展政策，落实好全省新旧动
能转换重大工程部署。同时，依
托清华大学的科研实力、同方
股份的技术优势和项目实施能
力，充分发挥自身专业资本运
作优势，全面开启山东省绿色
发展基金管理运作，深耕绿色
产业、提供绿色服务、助推绿色
发展，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重
大工程贡献新的力量。

葛产经资讯

本报济南6月21日讯
(记者 李阁) 20日，2018全
省白酒感官质量鉴评大会在
淄博举办。本届鉴评大会共
收到来自全省100余家白酒
企业递交的150余款酒样。

山东省白酒协会会长姜
祖模表示：“过去的一年全行
业干部职工紧紧围绕转方
式、调结构，推动白酒行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题，积
极实施“提品质、增品种、创
品牌”的三品工程。深入扎实
地开展生产技术创新，品质
创新，产品创新和营销模式
创新推动了行业转型升级，
使我省白酒行业继续保持平
稳的发展态势”。

国井集团董事局主席赵
纪文说，全省白酒感官质量
鉴评大会，为全省白酒行业
人才培养、品质提升，搭建了
可持续发展平台。

本次鉴评会是山东省政

府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快培
育白酒骨干企业和知名品牌
的指导意见》后，山东白酒行
业的第一次盛会，按照省委、
省政府关于“发展山东特色
白酒、全面振兴鲁酒”的一
系列指示精神，进一步贯彻
省委、省政府“转方式，调
结构，上水平，促发展”的
要求，深入探讨鲁酒产业的
发展趋势、结构调整等方面
的问题，同心协力、集思广
益，更好地促进鲁酒产业健
康发展。

据统计，本届鉴评大会
共收到来自全省100余家白
酒企业递交的150余款酒样，
来自全省260余名国家和省
级白酒评委将利用三天时
间，对所有申请酒样进行品
鉴，并综合打分和填写评价
记录，作为送样企业的鉴定
结论，供企业改善产品质量，
提升鲁酒发展水平。

齐鲁产经 2018年6月22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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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青高铁施工现场在炎热
的夏季依然是百舸争流。近日，
四电1标一工区的员工们在淄
博北站进行了所管区段最后一
根接触网导线的架设，率先在
济青高铁现场拉通所管区段施
工的接触网，为8月份济青高铁
联调联试吹响了冲锋号。一工
区施工区段自邹平站外始，至
青州北车站止，全长83公里，占
济青高铁接触网工程的三分之
一。

本报记者 王瑞超
通讯员 赵萌 摄影报道

便便捷捷！！全全省省收收费费站站9955%%有有EETTCC车车道道

本报济南6月21日讯(记者
王瑞超) 记者从山东省交

通运输厅相关部门获悉，截至5
月底，全省共在391个收费站
(含主辅站)建设893条ETC车
道，ETC收费站覆盖率已达
95%。

近年来，山东省加快高速
公路不停车收费系统建设，高
速公路通行效率和信息服务水

平大幅提升。据统计，截至5月
底，全省共在391个收费站(含
主辅站)建设893条ETC车道，
ETC收费站覆盖率已达95%，
自建ETC客服网点380余个，设
立银行代理客户服务网点5400
余个，合作发行了“牡丹交通
卡”、“鲁通龙卡”、“金穗鲁通
卡”等联名卡片。

全省共发售鲁通卡(含合

作银行联名卡)460 . 2万张，安
装电子标签338 . 3万个，省非
现金支付使用率达到38 . 6%，
非现金交易金额占我省通行费
比例达到48 . 82%。

此外，我省还在全国率先
试行了互联网发行鲁通卡和电
子标签，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互
联网发行、售后服务体系，取得
良好的社会效益。

鲁鲁酒酒““名名嘴嘴””行行业业比比武武
山东省白酒感官质量鉴评大会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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