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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0 日， 中国交通产业经济年会暨第五
届中国交通投融资年会在南京举行。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国公路学会副理事长、长沙理工大学教
授郑健龙认为，我国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仍然很大。

具体来看，郑健龙主要谈到四方面。一是与世
界主要交通强国比较， 我国公路人均占有量仍有
差距； 加之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将继续保持高速增
长态势， 因此我国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仍
然很大。 二是公路建养与运营过程中的能耗和碳
排放在全行业和全社会的碳排均占有相当大的比

例，对于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影响，应大力推
进公路建养与运营的绿色化技术。 三是延长路面
使用寿命是实现公路建养过程中节能减排最有效
的途径， 而沥青路面结构层设计寿命从上至下分
层倍增的设计理念，可使其设计寿命成倍增长，是
设计理念与方法的革命性进步。 四是道路养护维
修与大中修过程产生的废弃料的再生利用不是最
高目标，只有使其资源化，才能实现高效利用。 油
石分离是沥青混合料铣刨料高质量利用的有效途
径，应通过铣刨设备和工艺的改造，最大限度地保
证矿料级配的完备性。 （中新经纬）

郑健龙：公路交通基建需求仍然很大

近日，扬州市交通运输局依托“人才服务交
通驿站”，开展“送科技送智力送服务”进企业暨
交通公路科技创新研讨交流活动。

活动期间，“人才服务交通驿站”首批入库专家
围绕抗裂型水泥稳定碎石基层施工技术进行了主
题演讲，瑞沃集团、润扬集团、邗交建等 3家骨干公
路企业分别就科技创新作了交流发言。参加活动的
企业针对项目管理、科技创新以及信息化建设进行
了现场发问，与会专家逐一进行专业解答、“支招”。
问答内容丰富多样，现场气氛坦诚热烈。

扬州“人才服务交通驿站”既是工作机制，也

是服务平台，其主要内容是：开展交通高层次人
才寻访和引才推荐工作，为各类交通高层次人才
参访、学术交流提供便利和服务；策划组织交通
高层次人才各种联谊、沙龙活动，提供人文关怀，
发挥人才家园作用； 服务交通高端智库建设；开
展青年干部实践培训，提升综合素质。为将“人才
服务交通驿站”人才项目做实做细，扬州市交通
运输局开出了 2022 年目标任务清单，开展“送科
技送智力送服务”进企业暨交通公路科技创新研
讨交流活动是清单中明确的重要目标任务之一。

（《中国交通报》）

扬州“人才服务交通驿站”走进企业送科技

近日，湖北省荆州市《创建“中国快递示范城
市”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印发，明确“中
国快递示范城市”工作目标任务，建立联席会议
制度，为深入推进创建工作提供组织保障。

荆州市政府建立由分管副市长为召集人、市
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和市邮政管理局局长任执行
召集人，市直相关部门、各县市区和功能区为成
员单位的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并对各成员单位在
创建工作中的职责分工进行了明确。

《方案》明确，要从优化政策环境、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推进快递业“两进一出”工程、加强治

理能力建设、推进绿色发展、加强行业队伍建设
等方面，不断推动全市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实现
快递规模快速增长、处理能力显著增强、快递网
络全面覆盖、快递关联产业协同发展、快递服务
质量全面提升、绿色发展成效明显等目标任务。

荆州市邮政管理局表示，下一步，将积极发
挥综合协调职能，统筹各成员单位力量，合力解
决创建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优化快递企业发
展环境，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力争早日实现创
建“中国快递示范城市”各项目标。

（湖北省邮政管理局）

荆州出台实施方案创建“中国快递示范城市”

8 月 30 日上午， 在新建福厦铁路厦门北站
施工现场， 随着最后一组 500 米长钢轨顺利铺
设，我国首条跨海高铁———新建福（州）厦（门）铁
路全线铺轨贯通。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由于海上水文环境复杂，风险系数高，新建
福厦铁路全线铺
轨有三处难度极
大的施工地点 ，
分别为湄洲湾 、
泉州湾、 安海湾
三座跨海大桥 。
为此， 施工单位
采用国内先进的
本邻两线铺轨作
业设备， 左右两
线长钢轨同时铺
设， 比传统铺轨
机组提高 60%的
作业效率， 日进
度可铺设长轨约
6 公里， 为新建
福厦铁路按期开

通打下坚实基础。
据了解， 新建福厦铁路设计时速 350 公里，

正线全长 277.42 公里，全线共设 8 座车站。 铁路
建成通车后，福州、厦门两地将实现“一小时生活
圈”，厦门、泉州、漳州闽南“金三角”将形成半小
时交通圈。 （新华网）

我国首条跨海高铁全线铺轨贯通

8 月 28 日， 平陆运河工程在广
西钦州市灵山县项目现场举行建设
动员大会，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
国开辟的首条江海联运战略大通道
正式开工建设。

平陆运河是西江干流与北部湾
的江海联通工程，起点位于南宁横州
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
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 全长约
135 公里，估算总投资 727 亿元。 项
目以航运功能为主，结合供水、灌溉、
防洪、改善水生态环境等，航道按内
河Ⅰ级标准建设， 通航 5000 吨级船

舶。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
设的重要牵引性工程，将为我国广袤
西南、西北地区开辟新的路径最短的
出海通道，缓解长江、珠江通过能力
紧张局面， 増强水运通道抗风险能
力。 项目建成后，与正在研究论证的
湘桂运河衔接， 将纵向贯通长江、珠
江及北部湾，对于加快广西经济社会
发展、促进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构建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
支撑。 （《中国交通报》）

平陆运河开工建设

近日，浙江省邮政管理局联合省
公安厅、省委网信办到省邮政分公司
开展邮政快递领域个人信息安全治
理专项督导检查。

督导组听取了省邮政分公司网
络安全防护、个人信息保护专项整治
工作汇报，通过座谈交流、查阅资料、
技术检测等方式，重点检查了企业落
实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情况。督导组
对省邮政分公司在健全责任体系、强
化日常监管、创新奖惩机制等方面工

作给予肯定，并就进一步加强网络安
全和个人信息安全提出指导建议。

督导组要求，要严格落实网络安
全和信息安全主体责任，加强专项行
动统筹调度， 切实履行统一管理责
任。 要加大网络安全投入，加强信息
安全培训教育，加强各环节管理。
浙江局表示，下一步，将充分发挥与
相关部门的协作机制，持续加强专项
治理督查，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浙江省邮政管理局）

浙江省开展邮政快递领域
个人信息安全治理督导检查

8 月份， 丹阳公路中心与上海城
建路智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调研应用该
智能化技术。 在丹阳市省道 122 线养
护巡查模拟实验中，“聪明” 的 “小探
头”快速准确识别各种公路病害，为实
现养护管理智慧化之路提供新方案。

《江苏省十四五公路养护管理发
展纲要》提出，到 2035 年，江苏率先
实现公路养护现代化，构建“优质可
靠、规范高效、先进智能、绿色集约”
的公路养护管理体系，公路养护管理
总体达到先进发达国家水平。丹阳公
路事业发展中心积极探索养护新模
式，以创新举措尝试数字驱动公路养

护管理新途径。
据悉， 该系统利用激光测距、线

阵相继、探地雷达等组件完成病害采
集目标，通过对丹阳市省道 122 线巡
查测试显示：系统在车速不超 120 下
可正常运行 ， 调参后确率更可达
90%，定位精确到 2 米之内 ，同时可
采集 3 个车道，识别路面 20 种病害、
公路交安设施 17 种异常。 智能巡查
系统通过机器采集数据，自动回传分
析识别，即可实景展示及生成路况报
表， 自动向养护部门派送维修工单，
实现快速发现问题快速处置问题的
功能。 （中国公路网）

小探头大智慧 探索养护新方案

为守好碧水蓝天，控制船舶大气
污染物的排放，8 月以来， 莆田海事
局开展船舶燃油质量检测 67 艘次，
发现船舶涉嫌使用含硫量超标燃油
3 艘次，均已立案调查，坚决打好海
上污染防治攻坚战。

为提升检测效率， 尽量不耽误船
期， 海事执法人员使用燃油快速检测
设备加快燃油样品检测进度，可在 2-5
分钟之内读取、 打印燃油硫含量检测
结果， 同时还会认真查看被检船舶燃
油供应单证、油类记录簿等相关文书。

对现场检测结果显示硫含量超标
的，海事人员对燃油样品予以封存并送
往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专业检测，对

专业检测报告显示硫含量超标的船舶
将严肃立案查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有关规定，对使
用不符合标准或者要求的船舶用燃油
的，依法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倒逼船方使用低硫合规燃油。

此外， 执法人员还在检查期间，
向船员宣贯《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控
制区实施方案》等船舶污染防治相关
文件精神，讲解船用燃油限硫令实施
方案要求，压实企业和船舶防污主体
责任， 提升船企人员生态保护意识，
引导其自觉使用正规渠道的合规燃
油，共同建设美丽中国。

（中国交通新闻网）

莆田海事严查
船用燃油硫含量超标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