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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集装264.418公里，“难得”的好风景
——省道 203 线阿尔山至乌兰浩特公路工程建设纪实

□韩雨格   

行驶在正在修建的省道 203 线阿
尔山至乌兰浩特公路上，沿途斑斓的林
廊、翻滚的稻海、辽阔的草原、苍翠的
林海、连绵起伏的山岭、蜿蜒流淌的河
水……每一帧都是风景，让人不禁感叹
什么叫“车在路上走，人在画中游”。殊
不知，这些却是“难得”的好风景。因为
在省道 203 线阿尔山至乌兰浩特公路没
有施工前，那条延续了近 30 年的老路，
狭窄破旧、坑洼不平，6 米宽的道路，行
车颠簸、会车困难，哪怕再美的风景，也
让人无心留意。

如今，全长 264.418 公里的省道 203
线阿尔山至乌兰浩特公路，起点位于阿
尔山市蒙古大营北侧，顺接阿尔山市市
政道路，终点位于乌兰浩特市张嘴山附
近，与乌兰浩特市市政道路相连，全线
贯穿乌兰浩特市、科右前旗、阿尔山市
的十个苏木乡镇、百余个村庄，途中与
省道 204 线、省道 309 线、国道 207 线、
国道 302 线和省道 308 线等多条国省干
线相连接。这条路的出现，不仅串起兴
安秀美风景，还对改善沿线百姓出行条
件、增强我盟路网通行能力，具有重要
意义。

相信关注这条路的朋友心中会有
不少疑问，这条 2017 年开工的公路，怎
么 4 年了还没修完？工程进展到哪一
步了？预计什么时候完工？……8 月
18 日，记者带着这些大家关注的焦点问
题，走进省道 203 线阿尔山至乌兰浩特
公路工程现场寻找答案。

迎难而上 负重前行
原本计划 2 年时间交工的路，为何

4 年迟迟未修完，遇到了什么困难让工
程进展得如此缓慢，这是外界对于省道

203 线阿尔山至乌兰浩特公路最疑惑的
问题。中交一公局 S203 线阿乌项目总
承包部生产副经理刘月天告诉记者，现
在工程顶着征拆困难、资金短缺、林区
工期短、地材上涨四大压力在进行，而
征拆困难是影响工期的头号困难，也是
最令刘月天最“头疼”的问题。

“这条路点多线长，全长 264.418 公
里，途经十个乡镇苏木、百余个村庄，一
路上林地、草地、耕地、苗圃、房屋院落
大大小小的征拆点 1000 多个，哪个都需
要解决。有的老百姓对征拆评估结果不
满意，我们就得登门拜访讲道理，边交
涉边施工，时间就拉长了。”刘月天略显
无奈地说。尽管在没有接手这个项目
前，刘月天就想过会很难，但一拖就拖
了 2 年的工程，是他始料未及的。“做通
群众工作哪有那么容易，你看我这稀少
的头发就知道了。”刘月天摸了摸自己
的头发，打趣道。

为了解决沿线征拆难题，刘月天是
“跑断腿、磨破嘴”，老百姓的家门不知道
踏进了多少回。4 年时间，在地方政府、
交通部门的积极帮助和中交一公局的
努力下，1000 多个征拆点逐个减少到如
今仅剩的 10 户，让刘月天感觉心里要见
亮了。

除了征拆难，摆在中交一公局面前
的另一大难题就是资金难。为了不因为
缺少资金而搁置工程，省道 203 线阿乌
项目总承包部顶着巨大压力，向公司申
请垫付 1.5 亿元的资金，使得工程得以
继续。“我们作为央企，形象和担当是第
一位的，利益是第二位的。我们不能眼
睁睁地看着这条路因为缺少资金而搁
置，即便因为拆迁难、地材上涨等诸多
原因，我们已经亏损了 1.5 亿元，我们也
要坚持建成这条路。”刘月天坚定地说。

争分夺秒 夜以继日
受气温影响，北方的工期极为短暂，

尤其是阿尔山地区一年的有效工期仅 4
个月，并且还有着严禁户外动火作业的
防火期，因此中交一公局省道 203 线全
线正在加足马力抢工期。

8 月 18 日中午 12 时许，在省道 203
线阿尔山至乌兰浩特公路施工现场，地
表沥青温度高达 140 多摄氏度，20 名工
人正脚踩着滚烫的“火盆”进行沥青摊
铺作业。“从早上 4 点开工，到晚上 9 点
收工，我们的工作几乎一刻不停。因为
搅拌好的沥青温度要控制在 110-140
摄氏度，所以我们为了不影响工程质
量，我们必须抓紧摊铺。”站在滚烫的沥
青路上，沥青摊铺队队长林权一边指挥
着施工，一边对记者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8 米长的翻斗车
上载着满满的沥青拌料在隆隆作响，
2 台沥青摊铺机成梯队在道路上紧张
作业，沥青摊铺机的屏幕上显示，沥青
上方的温度高达 140 多摄氏度，摊铺机
正以每分钟 3 米的速度作业。沥青摊
铺机的后方，双钢轮压路机、胶轮压路
机要反复碾压个五六遍，直至到沥青压
实。

林权告诉记者，为了抓紧时间施工，
工人们连中午吃饭都谦让着“你先吃我
后吃”，没有丝毫抱怨，大家一门心思地
想抓紧推进，平均一天沥青摊铺队要完
成摊铺作业 1.5 公里。

如此艰苦的作业环境，却抵挡不住
工人们紧密作业的脚步。截至目前，省
道 203 线阿尔山至乌兰浩特公路路基除
未征拆下来段落全部完成，桥梁、涵洞
工程全部完成，路面底基层全部完成，
路面基层剩余 8 公里、面层剩余 40 公里
完工，道路防护工程已完成 70%，预计年

末路面基本具备通车条件。
以民为本 不记得失
修路，不仅要把路修好，还要更多

考虑村民的实际需求。省道 203 线阿
尔山至乌兰浩特公路除了是一条旅游
线 路，还 是 串 起 十 个 乡 镇、百 余 个 村
庄、千余户村民的重要民生道路。据
刘月天介绍，施工团队在建设过程中
做了不少“多余”的事，当路修过村民
家门口时，就顺道帮他们把公路和院
门连起来的部位铺上沥青，希望方便
村民出行；遇到下雨天就难以出行的
涵洞，就帮助改建成过水路面，解决村
民的困扰。

据刘月天介绍，施工这种“捎带手”
的活看似不难，但在公路建设中涉及上
千户村民，也增加了工程队不少消耗。
可能大家觉得村民家“捎带手”就压好
的沥青连接路面对于施工方来说是件
小事，但是却不知道沥青路面摊铺一平
方米的造价将近百元，一户村民家门口
十平方米就是近千元，成百上千户村民
家门口是多少钱。刘月天说，这些“捎
带手”的活，多到我们数也数不过来，成
本就更是难以计算，但是作为央企，能
够为群众排忧解难，我们在所不惜。

当施工到察尔森镇宝日胡硕嘎查
时，中交一公局了解到村里的涵洞排
水困难，一到雨天两侧居民出行饱受
煎熬，积水甚至一度没到村民家的院墙
高。于是，拆除涵洞，将这段路修成过水
路面，解决了排水难题，让村民喜笑颜
开。

除了修路解民忧，中交一公局积极
参与抢险救灾，扑火、抗洪，哪里有需
要，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抗洪救灾解
民忧，危难关头见真情”，群众送来的锦
旗，就是他们服务地方的最好见证。

国网科右前旗供电公司

农网改造为乡村振兴“充足电”
本报讯（王钰） 近几年，科右前旗

科尔沁镇大坝沟村由于线路老化严
重、表箱锈蚀、线路末端电压低，遇到
极端天气就很容易停电。国网科右
前旗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得知此情
况后，针对大坝沟村用电量日益增长
的需求，开启台区改造工作。将建成
含有 3 台变压器、87 基水泥杆的标
准化台区，惠及大坝沟村 240 多户村
民。  

农村电网的改造升级，极大地解
决了农村供电不可靠、电压低等突出
问题，提高农村供电能力，为建设新
农村电气化村做出巨大贡献。近年
来，国网科右前旗供电公司持续加大
农村农网改造升级力度，加快推进电
网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安全可靠、坚
固耐用的农村电网，满足农村用电需
求，农网改造给农村建设带来崭新变
化，也为乡村振兴增添了新活力。

乌市市场监管局

七项措施加强建设节约型机关
本报讯（富成军）为进一步贯彻

落实节能减排工作部署，推动节约型
机关和建设，乌兰浩特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在全局范围内开展“绿色办公低
碳生活”活动，采取七项措施加强节
约型机关建设。

组织干部职工学习《公共机构节
能条例》，引导干部职工将建设节约
型机关变成干部职工日常工作自觉
遵守的实际行动；在机关各楼层设置
了永久节能提示牌；对卫生间照明系

统进行改造；倡议全局干部节约办公
用纸；倡议干部工作时间使用集团号
打电话；倡议干部职工减少电梯使用
次数和频率；严格执行办公用车规定；
加强对“绿色办公  低碳生活”活动
的检查督导力度，对各部门节能实效
进行评估考核。

乌市市场监管局通过“绿色办
公   低碳生活”活动，进一步提高了
全局干部职工节能意识，营造了人人
参与的良好氛围。

       盟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科右前旗、
乌兰浩特分中心

完成X406线破损路面紧急修补任务
本报讯（王玉梅）8 月 17 日，盟交

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科右前旗、乌兰
浩特分中心，接到上级紧急抢修 X406
线破损路面的任务后，第一时间组织
养护人员、安排车载沥青罐、沥青储
备罐、压路机、养护车辆、修补设备赶
赴现场，经过十几个小时抢修，圆满
完成此次任务。

在盟交通局、盟交通运输事业发
展中心及分中心领导的带领下，养护
人员分为两批次，同时打开两个作
业面，严格按照操作流程进行路面修

补，新置路面吹风机等设备，加快施
工进度。在大家争分夺秒的努力下，
于 8 月 18 日零点前保质保量完成了
抢修任务。

此次抢修任务，盟交通运输事业
发展中心科右前旗、乌兰浩特分中心
养护人员团结一致、日夜奋战，党员
干部冲在前、干在前，为沿线百姓出
行创造了良好环境，为过往车辆排除
了道路安全隐患，真正做到全心全意
为群众办实事，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公
路人的初心使命。

水泉镇纪委

“望闻问切”助力改厕工作再提升
本报讯（马阶平）改厕工作，事关

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品质，更是助力
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农村的重要举
措。7 月以来，突泉县水泉镇纪委采
用“望闻问切”四步工作法，对改厕工
作推进情况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全面
督查。

“望”，水泉镇纪委工作人员实地
查看进度质量，针对是否存在尚未安
装完成、无法使用、未做隔断处理、堵

塞漏等重点问题实地走访，详细记录
形成督查台账；“闻”，听取相关人员汇
报，与村“两委”进行座谈，重点了解
负责人对改厕工作是否底数“清”、存
在问题是否“明”、下步打算是否“准”；

“问”，倾听改厕农户评价，向群众征求
意见建议，了解群众对改厕工作的满
意程度；“切”，第一时间向村“两委”
及相关部门反馈督查中发现的问题，
做到立即整改。

满洲里海关所属阿尔山海关

开展外来检疫性
有害杂草监测工作

近日，满洲里海关所属阿尔山海关与内蒙古蒙佳粮油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开展外来检疫性有害杂草监测工作，检查进
口粮食企业卸货站台、短途运输道路沿线、储存加工区周边和下
脚料焚烧处理等场所，在海关关员的指导下，企业迅速掌握了鉴
别有害杂草的技巧。

据了解，外来有害杂草极易通过进口货物特别是进口粮食
传入，一旦传入并蔓延，将会对农业生产和生态安全造成巨大经
济损失。通过开展外来检疫性有害杂草监测工作，可以及时掌
握外来有害杂草的种类、分布及生长状况。近年来，阿尔山海关
认真开展外来检疫性有害杂草监测工作，切实防范外来有害生
物入侵，保护农业、林业生产和生态安全。

下一步，阿尔山海关将继续完善风险分析和安全预警快速
反应机制，加强与相关单位合作，强化现场监测和信息共享，严
防外来有害生物传入，共同筑牢国门生物安全防线。贾一赫  摄

招租公告
建设银行兴安分行现有一处办公楼及其附属用房面向

社会公开招租，请有意向的单位或个人前来咨询，并参与公
开竞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招租房屋情况
此次招租房屋为原建行阿尔山支行（伊尔施）营业楼及

附属用房，位于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伊尔施镇林海路，建
筑面积 850.88 平方米。

二、参与竞租的条件
1. 参与竞租者所从事行业必须符合安全、卫生、环保、

市政等方面的规定和要求，不准从事与安全生产、卫生防
疫、环境保护等规定相背的行业。

2. 此次招租不选择对房屋结构改造较大的竞租者。
三、参与竞租者须知
1. 竞租人主体资格：法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

的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责任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此次
招租，建行兴安分行职工和亲属不得参与。

2. 付款方式：按照先支付后使用的原则，以《房屋租赁
合同》规定支付。

3. 招租时间：2021 年 8 月 17 日至 2021 年 8 月 30 日。
联系地址：乌兰浩特市兴安南大路 21 号，建行兴安分

行。
联系人：李主任
联系电话：0482-3980867   1394824113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安分行
2021 年 8 月 16 日 广告广告

通  知
通知内蒙古老赵金色果园连锁超市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2201318591592U）所有股东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上午 8：30 在金色果园办公室召开股东

大会，决议公司注销事宜。

望收悉后，并准时参加。

特此通知

内蒙古老赵金色果园连锁超市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27 日

广
告

汇祥集团独家代理《兴安日报》广告业务
招商热线：0482-3800000      0482-8877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