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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本报10月17日讯(记者 梁
莹莹) 10月17日，在山东港口
集团烟台港集装箱码头，伴随
靠港船舶鸣笛，现场集装箱岸
桥同时起吊作业，山东港口集
团烟台港、渤海湾港、中远海运
集运泛亚公司环渤海集装箱

“海上巴士”顺利开航，标志着
山东港口以集装箱业务为突破
口，一体化改革发展进一步提

速，彰显出山东港口优势互补、
错位协同、融合发展的新力量。

自8月6日挂牌成立以来，
山东港口积极加快内部“整合、
融合、耦合”进程，抢抓“东西双
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战略机
遇，推动“全省港口规划‘一盘
棋’、管理服务‘一张网’、资源
开发‘一张图’”的嬗变升级。特
别是针对集装箱业务发展，依

托全省港口资源优势，两个月
来已陆续开通了威海—青岛、
日照—青岛、岚山—青岛、潍
坊—青岛、潍坊—威海五条海
上内支线，提速构建“以青岛港
为枢纽港，日照港、烟台港、渤
海湾港围绕各自区域腹地形成
海上支线布局”的干支线网络
配套发展格局，有利于服务“一
带一路”倡议，服务全省新旧动

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服务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提速国际航
运中心建设进程。

借助环渤海集装箱“海上
巴士”的开通，山东港口集团烟
台港将与中远海运集运泛亚公
司精诚合作，依托中远海运发
达的南北干线网络及烟台港自
有内贸航线补充，通过与渤海
湾内港口织点成线、连线成网，
充分发挥“陆海铁联运”“散集
双向”等多种集疏运优势，将环
渤海地区的集装箱及散货实现
运输环节无缝衔接，构筑起以
山东港口为中心，涵盖环渤海、
东北、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华东
华南地区的集装箱物流运输网
络，为腹地客户提供更灵活、更
便捷、更经济的物流服务。

环渤海集装箱“海上巴士”
通航后，不仅将带动升级环渤海
地区集装箱事业发展，为小清河
复航奠定基础，而且将打通鲁辽
地区货物水上运输通道，吸引京
津冀地区陆上运输向水路运输
转移，将京津冀、环渤海、东北、

河北地区的远洋货源在烟台港
形成聚流，并通过烟台港中转至
青岛港，全面助力青岛港打造东
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同时，还将
推动日韩集装箱航线的稳步发
展，充分带动山东自贸区和中韩
产业园区等区域经济发展，为山
东港口贯彻落实“经略海洋”战
略、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海洋港
口提供有力支持。

据介绍，山东港口将继续
坚持“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
互济”，海向开航线扩舱容、陆
向增班列建陆港，携手构建“端
到端”全程物流服务体系，努力
把山东港口打造成推动全省新
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优良平台，山东自贸试验区
发展的强力引擎，成为中国北
方、东北亚地区、乃至“一带一
路”倡议下重要的国际门户枢
纽港群，切实做到与地方市委
市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融入
区域发展大局的程度更加深
入，助力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
更加突出。

环环渤渤海海集集装装箱箱““海海上上巴巴士士””通通航航
吸引京津冀、环渤海等地远洋货源集聚山东

两座12000吨桥梁空中转体

烟烟台台首首座座双双转转体体桥桥1166日日凌凌晨晨转转体体成成功功
本报10月17日讯(记者 曲

彦霖 通讯员 林日江) 作
为未来将贯通莱山区、芝罘区
和福山区的烟台东西交通大要
道，塔山南路的修建牵动人心。
塔山南路近日接连取得新进
展，继平顶山隧道贯通和荆子
山隧道通车后，16日凌晨两点，
塔山南路上跨蓝烟铁路立交桥
工程成功进行主桥转体施工，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紧张施工，
两座分别重达12000吨的“双
臂”在空中实现“拥抱”，烟台城
建史上的第一座转体桥主桥转
体成功！比计划工期提前3月。

一个小主控台“hold”住全
场，桥梁左右两幅同时逆时针
转体73度。16日凌晨一点，记者
来到位于魁玉路与楚毓路交界
处的塔山南路上跨蓝烟铁路立
交桥工程现场，工人们正在有
条不紊地进行转体前的牵引设
备调试，主控台预热，以及工人

对撑脚解除固定等准备工作。
“我宣布转体现在开始！”

凌晨2点，随着一声令下，转体
正式开始！现场，工作人员每隔
一段时间就报出已经转体的角
度，“目前转体10°”“目前转体
20°“目前转体30°”……每10
°报一次。记者注意到，如果没
有地上参照物，很难察觉桥梁
在缓慢转动。现场除了人声和
千斤顶运行的声音，听不到桥
梁的其他动静。转体进行到50
°时，记者来到引桥上，在桥上
就可以看清楚桥梁的轻微转
动。转体进行到70°时，进入了
最后的减速区，桥上的工作人
员随时和控制台的工作人员沟
通数据，以保证转体的精确。经
过1个半小时的紧张施工，迎来
了振奋人心的时刻，桥梁转体
顺利完成！

跨 铁 路 立 交 桥 全 长
682 . 4m，转体桥面宽37 . 8m，引

桥桥面宽37 . 6m，总建筑面积
25680 . 24㎡。其中主桥长110m，
为2×55m预应力混凝土T构转
体施工，引桥长566米，采用17
×30+2×28m装配式简支小箱
梁。桥梁单幅转体重量达1 . 2万
吨，两幅共计2 . 4万吨。是烟台
第一座转体桥。

转体桥顾名思义就是先顺
着铁路方向将主桥浇筑修建好
后，再通过技术手段将其“扭
转”过来横跨铁路。之所以这样
修建，是因为桥梁横跨的蓝烟
铁路十分繁忙，如果按照常规
施工方法，需要在蓝烟铁路上
方作业施工，存在极大安全隐
患，为保障运营安全，遂采用

“先建后转”的方法施工。
精准控制，一分钟转一度，

转 体 预 埋 球 脚 控 制 精 度 为
0 . 5mm。烟台市政府投资工程
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作军告
诉记者，转体速度1分钟1度，这

个数据是通过精准测量得出
的，能保证桥梁在转体过程中
不会因速度过快而失控或失
稳。

上跨蓝烟铁路立交桥主桥
转体施工的成功，为上跨蓝烟
铁路立交桥的顺利贯通打下了
坚实基础，为塔山南路按时全
线通车创造了有利条件，是烟

台城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时
刻。

塔山南路工程计划2020年
6月底全线具备通车条件，待塔
山南路全线建成通车后，将打
通烟台市区东西交通的大动
脉，对于缓解城市交通压力、优
化城市布局加快市区融合进程
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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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7日讯(记者 李
雯娅) 17日15:00，2019世界工业
大会新闻发布会在烟台国际博
览中心召开，会上发布了2019世
界工业大会的主要安排和预期
成果。记者从会上获悉，2019世
界工业大会将于10月18日-20日
在烟台召开，这是一次全球规
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创新行业
盛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山东
省人民政府主办，联合国工业
发展组织支持，山东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烟台市人民政府、中

国工业设计协会承办，30多个国
家的设计组织协办。大会将有
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
参会，举办超过3万平方米的创
新成果展，参展单位500多家，参
观人次预计将达到12万人次；其
间还将组织百场高峰论坛、对
接会、工作坊等活动，200多个新
产品将在会期发布。

烟台市市政府副秘书长、烟
台市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张焕伟
介绍，会议期间将召开WIDC国
际设计组织主席圆桌会议、全国

工业设计专家联席会、中德工业
设计中心德国专家委员会会议，
首届“市长杯”工业设计大赛颁
奖典礼，以及若干场分专业、分
领域的国际设计产业发展专业
论坛、国际大师工作坊、创新成
果发布、“设计桥”设计与制造融
合对接会、工业设计走进装备制
造、国际设计师之夜等活动，同
期工信部产业司将召开全国部
分省(市)工业设计发展座谈会。

大会将共同发起成立首个
世界设计产业组织，发布世界

首个《设计产业宣言》；中国工
业设计协会、烟台市人民政府
联合国内外近50家设计名校、
知名龙头企业共同成立中国工
业设计联合创新大学；正式启
动烟台设计小镇、山东省工业
设计研究院原型创新工场，并
举行中外设计产业、国家级高
端创新人才引进等一揽子重点
项目的签约和启动。

大会同期由中国工业设计
协会联合参会各国设计行业组
织、企业、高校等举办设计产业

创新成果展，以“设计产业”为
主旨，全面展示由技术、设计、
制造、人才、资本、平台等创新
要素构成的设计产业生态链，
展出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智能
装备、软件大数据、智能家电、
新零售电商等产业和行业领域
的创新产品和前沿理念，同时
展出全国双一流名校的创新人
才和设计成果，国际独立设计
师品牌，以及设计扶贫的国家
战略和各省市的代表性成果，
打造全球首个设计产业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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