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泰安12月25日讯(记者
王瑞超) 12月25日，记者来

到泰安市泰山区山东农业大学
新建经管校区，穿越校区的梳
洗河行知桥今天上午架设第一
片梁，这也是山东省唯一的生
态保护修复区域试点项目———
泰山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
复工程的第一梁，该项目预计
明年年底完工，市民可在此观
光休闲。

据介绍，泰安市泰山区域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
程，是国务院第二批6大生态保
护修复区域试点项目之一，也
是山东省唯一一个。山东省政
府努力打造全国生态保护修复
工作“泰山样板”“山东经
验”。

“现在看上去杂草丛生、
污水雨水混排到这条河里，建
成后雨污分离，集观光、治
污、休闲于一体就成为景观带
了。”中铁十局泰城水生态二

分部项目经理卢念启介绍，本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三河生
态修复(梳洗河、明堂河、芝田

河)、两网(泰安市排水管网改
造、梳洗河流域雨污分流)、一
库(王家院水库供水工程)、一厂

(第四污水处理厂提标改扩建工
程)。其中今天所架梁的梳洗河
行知桥正是三河十六桥中首架
桥梁，由中铁十局泰城水生态
治理PPP工程项目二分部承建。

泰安市结合区域生态环境
实际，将工程划分为泰山生态
区、大汶河—东平湖生态区两
个片区，统筹安排地质环境、
土地整治、水环境、生物多样
性和监管能力建设等5大类工
程，形成“一山两水、两域一
线”总体布局。

据悉，泰安市泰山区域山
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
程，采用TOT+BOT运作方式，
总投资约57 . 68亿元，合作期15
年，其中建设期1年、运营期14
年，由中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中国中铁名义牵头，与中铁
一局、中铁十局和中铁上海局
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建。

中铁十局泰城水生态二分
部项目书记冯怡元称，中铁十

局泰城水生态治理PPP工程项目
二分部从8月份跑步进场至今，
坚持推进项目高质量、高标准
建设作为目标，把工程一线当
成践行实干担当的主阵地，干
出了亮点、干出了实效。经过3
个多月的不懈努力，从“9月3
日第一桩、10月29日第一墩、
10月30日第一台、10月17日第
一盖梁”再到泰山区域山水林
田湖草工程“第一架梁”，完
美的诠释了中铁十局的敢于争
先 、 处 处 争 先 的 “ 争 先 文
化”。

全面建成后可给市民提供
良好的可达性、景观价值及游
憩功能，从绿色的独特形式提
升市民的精神文化、提高居民
生活水平与身体健康水平、改
善城市环境质量，而且可以改
善城市投资环境，促进经济、
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同步发
展，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着
重要意义。

山东唯一生态保护修复区域试点

泰山山水林田湖草工程第一梁架完

泰山山水林田湖草工程完成第一梁架设 本报记者 王瑞超 摄

本报济南12月25日讯(记者
王瑞超 实习生 夏添) 12

月25日，全省春运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在济南召开。记者从会
上获悉，2019年春运从2020年1
月10日开始至2月18日结束，共
40天，其中节前15天，节后25
天。经测算，春运期间预计全
省客流量将超过4500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略有上升。

据悉，2019年春运从2020
年1月10开始至2月18日结束，
共40天，其中节前15天，节后
25天。经测算，春运期间预计

全省客流量将超过 4 5 0 0万人
次，较去年同期略有上升。其
中，道路发送旅客 1 9 9 8万人
次，较去年下降6%；铁路发送
旅客1715万人次，增长7 . 5%；
民航旅客吞吐量720万人次，增
长7 . 38%；水路发送量105万人
次，增长1 . 6%。

2 0 2 0年春运有哪些新特
点？记者了解到，今年春运运
输供需总量矛盾持续缓解，道
路水路运力充足，铁路、民航
重点方向和热点航线运力尚有
一定压力。

今年，省内环形高铁网的
形成与私家车出行量快速增
长，特别是鲁南高铁的通车，
全省高铁运营里程达到1987公
里，铁路、民航运输量预计增
长 7%左右，道路客运量将继
续下降，更多转向农村客运和
定制客运。群众出行选择更加
多样化、个性化，长途出行更
多选取高铁动车、民航等快速
交通方式，中短途出行选取私
家车、拼车、租车的明显增
多。

全省各种运输方式加大运

力投放，确保能够满足各类旅
客的出行需求。道路运输计划
投放省、市际线路班车19000
辆，客运包车6800辆，公交车
62000辆，出租车72000辆，铁
路运输在保障客运列车图定运
行438 . 5对的基础上，安排临客
41 . 5对，其中直通临客21对，
管内临客20 . 5对，全省9个民航
机场春运期间计划起降5 . 5万架
次，日均起降1375架次22万座
位；水路运输投放客运船舶96
艘，提供客位5 . 13万个、车位
4735个。

会议强调，春运涉及千家
万户，直接关系全省亿万人民
群众的切身利益，是2020年开
局的重要民生工作，做好2020
年春运工作意义重大。要把安
全作为春运工作的永恒主题，
严格落实责任体系，强化安全
源头治理，彻底排查安全隐
患，坚决杜绝重大安全事故发
生。要立足综合运输，增加运
力供给，加强联程联运，做好
道路治堵保畅，统筹兼顾客货
运输，有效应对恶劣天气等突
发事件。

山东2020年春运客流量预计破4500万人次

近日，以“新视野·新融合·
新发展”为主题的2020第二届
中国(石家庄)国际糖酒食品交
易会(以下简称第二届石家庄
国际糖酒会)新闻发布会在石
家庄召开，发布会上宣布了第
二届石家庄国际糖酒会定于
2020年5月22-24日在石家庄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

本届展会由中国酒类流通
协会、河北省轻工行业协会、河
北省企业市场调查促进会、河南
省瑞城传媒集团共同主办。

据了解，石家庄国际会展中
心(正定)，规划展览面积24000

平方米，共有中国名酒展区、名
优酱香酒展区、国际葡萄酒展
区、休闲食品展区、特色食品展
区、调味品展区、精品饮料展区、
食品包装和设备展区等八个主
题展区，拟邀请国内外800家优
质酒食生产企业，30000余专业
采购商到会参观采购。

河北省轻工行业协会会长、
石家庄国际糖酒会组委会主任
张永增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首届石家庄国际糖酒会的成功
举办得到了京津冀广大糖酒食
品生产企业的广泛认可，我们也
呼吁全国更多的优质企业，特别

是河北的酒类、食品饮料、食品
机械企业要充分利用好家门口
的专业会展平台，更好地进行自
我展示和推介，共享专业平台的
高效率和大价值。”

“这一专业会展平台，为参
展商与专业观众提供了充分
匹配供需信息、达成友好合作
的良机，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
济贸易往来与合作。”河北省
企业市场调查促进会秘书长
郭强表示，石家庄国际糖酒会
的举办，是企业所需、行业所
需，更是市场所需。

（李阁)

2020第二届中国国际糖酒会将于5月22日开幕

近日，渤海湾港口集团及各
权属企业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时刻绷紧安全
生产弦，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
生。

强化“红线”意识，加强宣传
教育。通过报刊、公众号等载体，
进一步加大对安全生产工作的
宣传力度，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激发一线职工人人参与安全生
产、人人当好安全监管员的能动
性；举办安全健康知识讲座，进
一步提升全员应对突发事件的

自救互救能力，在渤海湾港营造
关心安全生产、关注安全生产的
浓厚氛围，为企业稳健发展奠定
坚实的思想根基。

严把“防线”关卡，健全制度
机制。查缺补漏，修订完善各
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切实发
挥制度固根本、利长远的作
用，形成按制度办事、以规程
做事的工作格局；严格项目一
线现场管控，规范劳保用品管
理，以从细措施、从严标准全
力保障职工生命安全，进一步

增强职工的获得感安全感，为
企业安全和谐发展构筑制度
屏障。

坚守“底线”思维，落实安
全责任。将安全生产的各项措
施要求落实到生产建设的每个
环节、每个岗位，切实抓严、抓
紧、抓实，坚决杜绝“安全生产
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
来不要”现象，真正把“生命高
于一切”的理念落实到建设平
安国企的方方面面。

(通讯员 尹金民)

山东渤海湾港口集团“三线发力”筑牢安全“防护堤”

近日，德州市乐陵市杨安镇
开展脱贫攻坚“暖冬”行动，对全
镇36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走
访，确保每户贫困户愉快过冬，
幸福过年。

近日，杨安镇组织驻村第一
书记、全体镇、村干部，对全镇
36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走
访，帮助解决住房、疾病、取暖等

困难。利用培训会、发明白纸等
形式，向贫困户普遍宣传冬季防
火、安全用电等冬防知识。

同时，通过户户整治卫生，
改变居住环境。动员、帮助贫困
户打扫住宅、院落、厨房、厕所，
清理垃圾，让贫困户以干净、整
洁的居住环境，愉快地过好新
年。 (通讯员 李洋)

德州乐陵这个乡镇脱贫攻坚“动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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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2月25日讯(记者
朱贵银 通讯员 张春华)

12月25日，记者从山东省纺织服
装协会获悉，2019山东纺织服装
行业年会暨山东省纺织服装行
业协会四届七次常务理事扩大
会议将于12月27日在济南舜耕
山庄召开。届时，山东省纺织服
装行业的二百余家骨干企业将
云集济南，共商山东纺织服装未
来发展大计。

山东省纺织服装行业协会
会长刘建国介绍，山东省纺织服
装行业通过打造全国最大时尚
品牌集团、打造中国服装设计集
成创新平台、全力推进印染行业

“1+7”共享工厂体系建设、积极
争创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积极
争创“国家级纺织服装创意设计
试点示范园区”、落实产业转型

升级方案全力提升企业核心竞
争力、全力优化企业家队伍结构
提升企业家队伍素质、聚焦创新
发展和科技研发等一系列措施，
实现了全行业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此次山东省纺织服
装行业协会年会主题为“重塑
产业生态，迈向高质量发展”，
协会将总结交流山东纺织服装
行业一年来的经验与做法。科
学谋划明年纺织服装强省建设
的思路和路径，在新起点上奋
力谱写山东纺织服装产业发展
新篇章。将好的经验与做法同
企业分享，同时评出山东省纺
织服装行业2019年度优秀青年
企业家奖、优秀管理创新案例
奖、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优秀案
例奖、科技创新人物奖、数字化
转型典型案例奖等奖项。

2019山东纺织服装行业年会
将于27日在济南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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