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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南高铁开始铺轨 明年4月铺完
明年底通车，届时济南到临沂只需1个小时

□首席记者 王健

生活日报6月27日讯 27日，在
临沂费县北站，鲁南高铁全线首对长
达500米的钢轨稳稳落在无砟轨道板
上，向日照方向延伸，标志着沂蒙革
命老区首条高铁进入铺轨施工阶段。
按照计划，铺轨工作明年4月完成，鲁
南高铁日照至曲阜段明年底通车，济
南到临沂只需1个小时左右。

施工难度大 每天铺轨4-6公里

27日上午，记者来到鲁南高铁铺
轨现场。负责此次铺轨施工的中铁十
四局承担了鲁南高铁日照至曲阜段
双线532公里的铺轨任务。铺轨项目
负责人崔维华介绍，此次铺轨使用的
WZ500型铺轨机组，曾参加京沪高铁
建设，是参与创造486 . 1公里世界铁
路运营最高时速的“功勋铺轨机”，目
前已在京沪、贵广、云桂、津保等重要
铁路施工中累计铺轨近2000公里。

崔维华说，因为接轨京沪高铁，
施工难度大，目前每天铺4-6公里。

据悉，鲁南高铁费县铺轨基地，
是省内存轨量最大，也是日照至曲阜
段唯一的铺轨基地，可同时储存600余
根500米长的钢轨，基地内设置5股道，
满足长钢轨装卸、存车调车作业、机
车检修等各作业需求。全部500米长钢
轨都是从这里由32台跨度为25米的群
吊组整体吊装，放置到36节平板车组
成的长轨大列上，运送到铺轨现场。

铺轨开工时间比预期提前仨月

鲁南高铁临沂指挥部指挥长赵治
冶介绍，鲁南高铁开工一年半后开始
铺轨，比预期提前三个月，如果进展顺
利，今年年底还将开始“四电”工程施
工。按照计划，铺轨工作明年4月完工，
明年6月份开始联调联试，明年底通车。

鲁南高铁采用分段建设模式，由
日照至临沂段、临沂至曲阜段、曲阜

至菏泽段、菏泽至兰考段组成。目前，
日照至临沂段、临沂至曲阜段正在建
设。而曲阜至菏泽段开工时间将取决
于京九高铁调整可研性报告何时批
复。根据国家规划，鲁南高铁和京九
高铁将在菏泽进行十字交汇。

中铁十四局承建的土建施工标
段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境内，行经兰山
区、费县两个行政区，正线长45 . 198
公里，包涵路基、桥梁、涵洞、框架桥，
并设有梁场2处。其中，临沂北特大桥
为本标段控制性工程。

自2016年12月进场以来，中铁十
四局鲁南高铁项目部一直领跑全线，
创造了全线施工的多个第一：试验室
全线首家通过验收、全线首个承台在
临沂北特大桥浇筑、全线首榀箱梁在
费县梁场浇筑、全线首榀箱梁在临沂
北特大桥架设、全线首段无砟轨道通
过首件工程评估验收。

鲁南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

鲁南高铁东起日照，与青连铁路
日照西站接轨，向西经临沂、曲阜、济
宁、菏泽，与郑徐客运专线兰考南站
接轨，全长49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
里，是山东省“三横五纵”高速铁路网
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八纵八横”高
速铁路网的重要连接通道，也是山东
省目前建设里程最长、投资规模最
大、建设条件最复杂、沿线人口最多
的铁路项目。

鲁南高铁项目建设管理单位鲁南
高速铁路有限公司总经理孙韶峰介绍
说：“鲁南高铁建成后，将与京沪高铁、
青连铁路、郑徐客专以及规划的京九
客专、京沪二通道5条国家干线铁路实
现互联互通，将结束菏泽、临沂、日照
不通高铁的历史，为3500万人提供出
行便利，对于促进山东省新旧动能转
换和沿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届时，从临沂出发到北京和
上海，将由10多个小时缩短至3小时左
右。”以后济南市民到临沂也更加方
便，坐高铁一个小时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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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南高铁已经开始铺轨，计划明年4月完成。 首席记者 王健 摄

近日，经中国铁路总公司
批复，新建青岛至连云港铁路
和新建连云港至盐城铁路合
并为铁路“青盐线”，起点为青
岛北站，途经日照、连云港，终
点 为 盐 城 北 站 ，线 路 全 程
428 . 752公里。

“青盐线”计划今年11月
份通车，允许速度最高200公
里/小时，青盐线属于中国沿
海铁路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
分。

据悉，青盐线通车后，在
青岛连接上将在今年年底通
车的济青高铁。届时，青岛到
日照只需要40分钟，济南到日
照只需2个小时。

首席记者 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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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济南到日照
仅需2小时

济南拟鼓励事业单位技术人员离岗创业
离岗创业期间保留人事关系，工龄连续计算，3年内基本工资照发

□记者 杨璐

生活日报6月27日讯 为更好
地激发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
专业技术人员科技创新活力和干
事创业热情，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
的政策和制度环境，促进新旧动能
转换，济南市《关于支持和鼓励事
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
实施细则》正在济南市政府网站征
求意见。

据悉，此次实施范围为事业
单位在编在岗的正式工作人员
中，聘任在专业技术岗位的人员。
其中，离岗创业期限一般不超过3
年，离岗创业期间保留人事关系，
人事档案由人事关系所在单位保
管，工龄连续计算。发放国家规定
的基本工资；年度考核结果为合
格及以上档次的，每年正常增加
薪级工资。

此次征求意见时间为2018年6
月25日至6月31日。相关意见建议
可发送邮件至邮箱 j n r s j s y c @
163 .com反馈，并请注明联系单
位、联系人和联系方式或登录济南
市 政 府 门 户 网 站 ( h t t p : / /
www.jinan.gov.cn)“调查征集”栏
目留言。

鼓励在职办企业 涉及知识产权等签订协议

按照实施细则，创新创业方
式分为四种：企业挂职或者参与项
目合作、兼职创新或者在职创办企
业、离岗创新创业和设置创新型岗
位。

其中兼职创新或者在职创办企
业，在人事管理上，细则明确事业单
位专业技术人员经批准兼职创新
的，事业单位应当与专业技术人员、
兼职单位签订三方协议，依法依规

对兼职的期限、工作内容、工作时间
安排、绩效考核、兼职收入、福利、社
会保险、保密义务、知识产权归属、
发生争议处理等事项作出明确约
定。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经批准
在职创办企业的，创业项目涉及事
业单位知识产权、技术秘密、科研成
果的，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及相
关企业应当签订协议，依法依规明
确权益分配等内容。

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在兼职
单位的工作业绩或者在职创办企业
取得的成绩，按照有关规定作为其
职称评审、岗位聘用、考核奖励、项
目申报、评先树优等的重要依据。事
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自愿流动到兼
职单位工作，或者在职创办企业期
间提出解除聘用合同的，事业单位
应当及时与其解除聘用合同，并办
理相关手续。

离岗创业三年内留职不停薪，考核合格正常加薪

离岗创业的人事管理上，担任
事业单位领导职务的专业技术人员
(含“兼职”人员)，须按规定辞去所
聘(任)领导职务后，以专业技术人
员身份离岗创业。事业单位应当与
离岗创业人员订立离岗创业协议，
就离岗创业事项、离岗期限、社会保
险、保密、收益分配、知识产权、成果
归属、离岗期满返岗工作相关事宜、
违约责任处理、发生争议处理等内
容进行约定。

离岗创业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
离岗创业期间保留人事关系，人事档
案由人事关系所在单位保管，工龄连

续计算。离岗创业人员按照国家、省
有关规定，符合条件的，须于离岗创
业期满前30日向人事关系所在单位
提出书面申请，经人事关系所在单
位、主管部门批准同意后，双方续签
延长约定时限的协议，最长不超过3
年。离岗创业期间，事业单位不得以
离岗创业为由解除其人事关系。

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在离岗
创业期内出现聘用合同到期情形
的，经事业单位和离岗创业人员协
商，聘用合同期限可按约定的离岗
创业期限顺延。如事业单位专业技
术人员提出离岗创业申请时，距离

法定退休年龄不足3年的，其保留人
事关系年限不得超过到达法定退休
年龄的实际年限，达到国家规定退
休条件的，应当及时办理退休手续。
首次办理离岗创业时距国家规定退
休年龄不足5年的，离岗创业期限可
延长至退休。

离岗创业期间，发放国家规定
的基本工资(如遇基本工资标准调
整，按照国家和省、市统一的调资政
策执行)；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
上档次的，每年正常增加薪级工资；
保险缴纳基数按照档案工资中统筹
内项目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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