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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菏泽行车时间将缩短至2小时
山东最大T型钢构转体桥转体，枣菏高速预计9月通车

本报枣庄6月10日讯(记者
王瑞超 实习生 夏添)6月9日
下午，山东省枣菏高速微山连接
线转体桥顺时针转体一次成功，
形成了上跨京沪铁路的空中廊
道，这是山东省最重、最长的T型
钢构转体桥。

6月9日下午2点，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记者来到枣菏高速微
山连接线转体现场，现场数十名
工人在进行转体前的检查，不时
有来往的火车穿过。

中铁十四局枣菏高速微山
连接线跨京沪铁路转体桥项目
经理王云介绍，该转体桥跨越中
国南北大动脉——— 京沪铁路，以
及井洪联络线、井亭疏解线等四
条线路，与既有线最近距离仅
4 . 4米，平均每12分钟就通过一
辆列车，施工安全风险大。

“下午3点开始转体是因为
这个时间是铁路上过车最少的
时间，对铁路运营的影响最小。”
王云称，转体T梁长1 3 7米，重
1 . 9万吨，相当于让近6节高铁车
厢长、2000余头非洲大象重的

“大家伙”在空中转体，施工难度
较大。

下午3时许，枣菏高速微山

连接线转体桥开始转体，王云一
直站在现场指挥台的机器旁，并
不时地拿起对讲机确认转体角
度。他说：“原设计是逆时针转
体，转体角度为107 . 1度，转体角
度大，用时长，后来调整设计为
顺时针转体71 . 2度，保证转体时
间控制在70分钟以内。”

在千斤顶的拉动下，转体梁

以每分钟1度的速度缓缓转动，
70分钟后，成功和两侧的高速公
路对接。由于施工单位提前通过
BIM建模技术进行了模拟，这次
转体的误差小于5毫米。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在
现场听王云一直在确认转体过
程中的各种信息，当转体到达
70度时，王云与项目总指挥在

对讲机中确认信息，从一开始
的“ 3 0秒点动第一次启动”到

“ 2 0秒”到“ 3秒点动第一次结
束”再到最后的“转体角度71 . 2
度，误差小于5毫米”，这意味着
本次枣菏高速微山连接线转体
桥成功转体。

本次施工所在地地质复杂，
由软泥、砂层和硬岩等交叉分

布，每根桩基所处的地质结构都
大相径庭。为此，他们加大资源
投入，组织2台大功率反循环钻
机和8台冲击钻同时施工，即便
如此，用时2个月才完成全部桩
基施工。

复工后，面对紧张的工期，
建设者不断优化施工组织，安装
3台高度不一的塔吊同步吊装，
减少了工人作业强度，施工工效
提高了1倍多。为缩短节块施工
衔接时间，他们采用一次性搭设
满堂支架，预留施工空间的方
法，让各节段连续依次施工，变
流水施工为平行施工，仅历时82
天就完成了梁体主体浇筑，确保
了工期目标顺利实现。

枣庄至菏泽高速公路是山
东最南部的一条高速，也是山东

“八纵四横一环八连”高速网中
“一环”的一部分。

据悉，枣菏高速预计今年9
月通车，届时，枣庄菏泽两市的
行车时间将由四个小时缩短到
两个小时。微山连接线是济宁市
微山县第一条高速公路，它将沿
线各地融入便捷交通网，对改善
当地区域交通面貌，提速沿线经
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冯子涵

在直播带货这趟快速行
驶的列车上，电商巨头、短视
频平台提供着各项软硬件设
备，素人、明星、企业等都拿
着票陆续搭乘。今夏，为了帮
助更多素人主播实现直播变
现的梦想，齐鲁晚报联合淘
宝大学内容学院推出48小时
网红主播养成计划———《直
播变现训练营》，用两天的时
间帮助素人主播掌握“策划
-吸粉-变现”全过程心法。

据商务部大数据监测显
示，今年一季度电商直播已
超过400万场。直播带货的火
热，不少商家都摩拳擦掌，想
要从中获取红利，但电商直
播的残酷现状却不得不去面
对：头部主播占据绝对的流
量优势，大量的腰部主播难
以突围，马太效应明显；头部
主播高企的坑位费让不少中
小企业难以招架；内功不足
的素人主播找不到入门法
宝；企业自主培育主播周期

偏长；私域流量转化效率低
下……这些现实的问题成为
横亘在直播变现过程中的群
山，许多企业急病乱投医，投
入大量的金钱精力，但收获
甚微。

一个好的直播导师，可
以带你少走弯路，本期《直播
变现训练营》的讲师郑雁云
具有超过五年的直播红人孵
化经验；同时 ,她还是超过
200家商家电商的直播导师，
指导品类覆盖女装、美妆、母
婴、家居、文具、生活用品、文
具、饰品等众多行业。

淘宝大学内容学院作为
网红直播的黄埔军校，成立4
年以来已经培养了李佳琦、
薇娅、雪梨等Top千万级主
播。讲师郑雁云将从全行业
最新的直播玩法大揭秘，到
行业Top主播亲自授课；还可
以现场直播演练，直到学会
为止。在这里，你想学的都可
以找得到。扫描海报二维码
或加微信(17866968082)进
行报名，少走弯路，迈出变身
直播达人掘金带货第一步。

涨粉遇阻、变现无门？

从0到1，走上可复制的直播变现之路

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常
态化下的行业发展工作，共同谋
划行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2020
年山东省纺织服装行业协会会
长联席会，于6月11日在山东康
平纳集团召开。来自山东纺织服
装行业协会的副会长和副会长
单位的负责人均参加本次会议。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本次会议
的主题是“共谋良策，共克时
艰”，各参会企业家和行业专家

将围绕企业在疫情常态化下高
质量发展的思路举措进行分享
与研讨。

2020年1月下旬以来，“新冠
肺炎”疫情对纺织服装行业造成
一定的冲击。据海关统计今年前
5个月服装下降了20 . 3%，外向
型企业普遍受到较大的经营压
力。

为有效防控疫情蔓延，大部
分服装企业推迟开工复产，企业

生产天数明显少于上年同期，一
部分企业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转
产防护服、口罩等防护产品，同时
复工复产企业受工人返岗受阻、
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复工不同步、
交通物流不畅、订单减少等各种
因素制约，生产、流通、消费等方
面均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

外贸出口是山东很多纺织
服装企业经营中的重要一环，
新冠疫情发生后订单受到影

响，产品出口形势比较严峻，国
内市场竞争也异常激烈。在疫
情防控常态化的新形势下，很
多企业也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弥
补有此产生的经营下滑问题，
好的办法和措施能否复制与借
鉴，抱团取暖能否共克时艰，企
业家们将敞开心扉与更多不能
参与的企业家分享。

本次会议来自山东省工信
厅、山东省纺织服装协会、康平

纳集团、鲁泰纺织、如意科技、迪
尚集团、青岛即发、舒朗集团、山
东岱银、魏桥纺织、愉悦家纺、华
兴纺织、孚日集团、德州恒丰集
团、南山智尚、即墨国际商贸城、
济南泺口服装城等六十余名行
业专家和企业代表将进行深入
交流和研讨，为山东纺织服装企
业的未来发展之路把脉引航。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朱贵银 通讯员 张春华

“大咖云集”，为纺织服装企业发展把脉引航
山东省纺织服装行业协会会长联席会议6月11日召开

本报济南6月10日讯 (记者
王瑞超 通讯员 郭轶敏

高立联)6月8日上午，国网山东
省电力公司举办默拉直流工程
首批运维人员赴巴基斯坦出征
仪式。

2018年5月14日，中巴双方宣
布要建设巴基斯坦第一条高压直
流输电线路——— 默蒂亚里至拉合
尔±66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

该工程是国家电网公司在
国际上首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660千伏直流项目，项目
可用率达到98 .5%，损耗为4 .3%，各
项经济技术指标均居于国际领先
水平。项目投运后，年输送电量能
力将达350亿千瓦时左右，缓解巴
基斯坦经济中心——— 旁遮普省和
首都伊斯兰堡地区的电力短缺状
况，同时可为当地创造5000-7000
个工作岗位。

据了解，该类型的输电线路
在全球只有一条，即中国宁夏银
川至山东青岛的±660千伏银东
直流输电线路。国网山东电力自
接到默拉直流工程接管运维任
务以来，高度重视、积极响应，召
开多次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克服
时间紧、任务重、标准高等困难

挑战，并行推进人员储备、技术
准备、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在
有限的时间里全面做好了接管
运维准备。

针对做好默拉直流工程接
管运维工作，国网山东电力要求
即将出征的20名运维人员，始终
牢记光荣使命和责任担当，扎实
做好工作组织和安全生产，持续
强化对内、对外工作组织，加强与
相关中方单位、巴方单位的工作
协同。严格遵守各项工作纪律政
策，强化做好安全工作的自觉性，
落细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总结提
炼换流站多年运维经验，全面应
用于默拉直流工程接管运维，展
现“国际领先”的央企风范。

据介绍，默拉直流工程是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工程，是
中巴经济走廊“优先实施”项目
清单下唯一的输电项目，同时也
是国网公司首个BOOT模式(建
设-拥有-运营-移交)海外投资
项目，对于巴基斯坦南部中资企
业电源送出意义重大。当前，巴
基斯坦直流工程已进入建设高
峰期，预计6月底进行默蒂亚里、
拉合尔2个换流站的系统调试，8
月进行双极直流系统调试。

20人团队出征

中巴“经济走廊”电力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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