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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 今日济南

首都推出“28条”一年来初见成效

济南治堵，该向北京学点啥
本报记者 董钊 喻雯 发自北京

2月6日早7时，北京气温骤降，
家住北京西站南路附近的房地产公
司职员赵永准时从家中出发，顶着
寒风在路边苦等出租车。“原来没钱
买车，现在钱攒够了，买车还不一定
能挂上牌。”

赵永所说的“挂不上牌”缘于
2010年年底北京开始施行的治堵新
政——— 小客车配置指标需要政府分

配，即通常所说的“摇号”。
也正是得益于“摇号”，截至

2011年年底，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
约500万辆，从400万到500万，这一
量变经过了两年，2011年机动车保
有量的增幅创2000年以来的最低
值。如果没有“摇号”，500万这个数
字应该提前11个月到来。

今年1月6日，济南市一天的新

车注册量突破 2000辆，创历史新
高，于是有业内人士大胆预测：“济
南限车是早晚的事。”

然而，要缓解直至解决城市拥
堵问题，远远不是“一限了之”这么
简单。山东省第九届政协委员、交通
专家许云飞表示，像济南这样规模
的省会城市，人均拥有机动车的上
限标准应为每 4 人拥有一辆机动

车，但济南目前并
未达到这一标准。

“从长远来看，
我们不应排除有限
制机动车数量的可
能。”山东交通学院
交通与物流工程学
院博士、教授蔡志
理认为。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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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专家、两院院士周干峙谈济南城市规划和治堵：

限车没问题,支持建地铁
本报记者 喻雯 董钊 发自北京

编
者
按

时至今日，交通拥堵已成为国内各大中城市越来越严重的“城市病”，每天有大量时间耗在路上，致使
城市形成巨大的资源效率浪费，并且使城市发展迟滞。就在一年前，北京对备受诟病的交通状况重拳治理，
限购、摇号、提高停车收费标准等一系列措施引起社会广泛热议。有官方数据表明，时隔一年，北京治堵已
收到初步成效。近几年来，杭州市在治理城市拥堵方面也大力推出多项举措。近日，本报记者兵分两路赶赴
北京、杭州，就两个城市的治堵情况调查走访。虽然这两个城市的治堵举措未必适合济南，我们也不必照抄
照搬，但至少可以给济南治堵提供一些思路和借鉴。

徐博是北京北五环外一家能源
科技公司的部门负责人，作为有5年
驾龄的车主，他对“尾号限行”深有
感触。“每周少开一天车，对治堵有
效果，但是不明显，有时还会带来一
些不便。”徐博坦言，在限行日，如果
赶上有急事，也会冒险上路。“宁可
交上100元的罚款，也要把事先办
好。”

为了缓解拥堵，北京市目前仍

在实施“每周少开一天车”的尾号限
行措施。来自北京市交管局的统计
结果显示，早晚高峰主干路网流量
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但是，与官方的统计结果相比，
尾号限行对于缓解交通拥堵带来的
效果，许多车主并没有切身体会。

“只要早晚高峰走在三环以内，基本
上没有不堵的。”

对于实行尾号限行的措施，济南

在2009年全运会期间已经有所尝试。
在之后的济南两会上，曾经有政协委
员提出，济南市应长期实行公车和私
家车单双号限行，但这种观点并没有
得到专家和学者的一致赞同。

“买了车，却使它在很长的时
间里闲置，这种做法发挥不了汽
车本身的功能和作用。所谓的限
号，是在一系列治堵政策中的配
套举措，说白了是因为汽车达到

了城市一定的
负 荷 ，目 前
济 南 还 没
到 这 种 程
度 。”许
云 飞
说。

关键词：

限行

自 2011年 4月1日起，北京市
对非居住区的停车收费标准进行
了大幅上调，以三环路、五环路为
界限分为三类区域，实行差别化
收费。北京市交管局副局长、新闻
发言人李少明对媒体记者表示，
通过此项政策“使主要街道停车
秩序明显改观”。

针对济南市目前停车难的现状
和已显混乱的街道停车秩序，政府
部门也在积极寻求解决之道。2011
年5月，济南市物价局、市公安局通
过政务信息网向社会公布了《济南
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提出“停车场停车服
务按区域类别差别收费管理，根据

停车场所在区域、地段、交通拥堵状
况和停车位供求情况，将停车场划
分为三类区域，不同区域的停车场，
实行不同的停车收费标准”。其中，
小型汽车白天在繁华商业区等一类
区域占道停车，停车费每辆每小时
可达6元。

在随后济南市物价局、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就济南停车新规召开的
征求意见会上，来自各行业的20余
名市民代表，绝大多数人对收费表
示赞成，也有人提出效仿北京实行
累进加价、阶梯收费。

“在众多开车一族里，三公里以
下车程的占了相当大比例，这么短
的路程最合适的出行方式就是乘公

交或者步行。”济南市交警部门有关
人士表示。

有交通专家认为，解决停车
难，尚需相关职能部门合理规
划停车位，相关责任主体切实
履行社会责任，按照标准建
设停车场。在此基础上，有
必要利用价格杠杆合理配
置停车资源。

目前，济南市有关
停车收费的调整办法
尚未正式出台，据有
关人士透露，按区
域分类并提高繁
华 区 收 费 标 准
已成定局。

关键词：

提费

据了解，为了缓解交通拥堵形
势，北京市有关部门着力发展公共
交通，在积极拓展区域内地下交通
空间和道路的同时，打造并完善中
央商务区周边的公共交通网络。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治
堵的28条措施中，为了保持道路畅
通，北京市提出目标，将建设400公
里微循环道路，打通一批中心城的
断头路，改造一批次干道、支路，畅
通道路微循环系统。2012年底前，
重点建设中心城内多条支路和次干
道共计200公里。

在治堵新政出台后，北京市也
在公共交通建设方面全面提速，将
改善地铁站点周边公交微循环作为
重点内容，让居住在社区和经济园

区的人们能够感受到更为便捷的公
交、地铁接力式换乘出行优势。

和北京存在类似的情况，目前
在济南公交网络逐渐优化和发展的
同时，仍然有不少市民反映乘坐公
交车等候时间长、站点较远不方便
乘坐、车次不规律造成乘客拥挤等
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一些人
将开车出行作为第一选择。

“城市空间资源非常有限，如果
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就应该优先考
虑大众的取向，，‘公交优先’应是解
决城市交通拥堵的最终方向。”
山东大学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
心主任张汝华说，所谓“公交
优先”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
都优先，而是在经过合理的

线路、道路
设置前提
下 优 先
通行。

关键词：

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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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6 日 接 受
本 报 记 者

采 访 时 ，说
起 与 济 南 的

渊源，周干峙
笑着说，上个世

纪 50年代前后，
他 就 来 过 济 南 。

“当时怎么也没想
到济南会发展成一

个有600多万人口的
城市。”周老感慨，600

万人的济南和200万人
的济南完全是两回事，怎

么可能不堵！从济南目前
的状况来看，就交通论交通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用行业的话来说，这是

个综合问题，首先涉及城市化
方向的问题。”周老说，如果城市
化都以发展大城市、特大城市为
主，认为“城市越大越好”，这样
交通问题就甭想解决了。

“摊大饼”形象地说明了城
市发展的一种形态。简单说就是
以现有市区为中心，向城市郊区
圈层扩散的城市规划。当城市规
模无边缘地发展时，必然会带来
交通、环境上的问题。以济南为
例，600多万人口完全可以分配
成中心几百万人、外围有若干个
小几十万人、再外围有若干个几
万人的……总之，把人口分散布
局。

“城市发展为什么非得‘摊
大饼’呢？”周老用一种反问的语

气说：城市规划避免“摊大饼”，
这是大城市、特大城市规划的一
个世界经验。从这个经验来看，
济南早就应该有卫星城的规划。

“据我了解，济南现在往东
发展，越来越密。过去没有人去，
现在越来越挤。”周老说，“济南
面临很现实的问题，受黄河的限
制，跨河很不方便，南部比较拥
挤，西部有点地方。但是在现有
条件下，如何‘摆’是个大问题。”

“摆成一大坨是一回事，摆
成五坨六坨又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不完全是交通规划所能解
决得了，还是要有城市总体规
划，在人口规模和人口布局上也
要限制。另外，想把城市搞好，离
开农村还不行，如果农村城市的
差距很大，大家会都想往城市里
挤。城市人口密度越来越大，拥
堵也会越来越严重。

周老认为，在具体的规划布

局上，大城市周围应有卫星城
市，形成城市群。城市群之间的
交通，卫星城与主城区的交通，
这些都应有一定的比例关系。

周老坦言，短期内解决城市
交通拥堵问题是不可能的，必须
有长期作战的准备。

说起“限车”，周老肯定地
说：“济南应该限车，没有问题。
哪有不限的道理？”紧接着，周老
指出，如果限制了开车，还要想
办法解决一系列的出行问题，比
如开校车、班车等。此外，像提高
停车费、发展公交等，都是可以
借鉴的政策，但也不是一两天就
能奏效的。

在济南要不要建地铁的问
题上，周老的意见也很明确：济
南完全有必要建地铁。但这也是
比较新、比较复杂的专业问题。
大城市新的交通系统如何规划，
如何分工，这个问题要组织专业
队伍进行调研拿出方案，城市之
间也可以互相借鉴。济南的交通
规划就可以借鉴北京、上海的一
些好经验。

周老指出，现在要主动解决
好交通系统的发展问题，加大对
交通建设的投入。“北京的公共
交通，世界第一。”现在济南还达
不到这种条件，但是可以逐步提
高公交车数量的增长，引导大家
少开车出行。

除了城市交通体系的建设和
完善，周老还指出，市民的交通理
念也需要更新，文明交通意识很重
要，这些都是治堵必须考虑的。

周干峙（右）与本报记者合影。

汽汽车车拥拥堵堵

不不单单是是交交通通问问题题

周干峙说，现在已经不只是北
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出现堵车问
题，“前不久，西北城市兰州的相关
人员也来找我，他们让我提出解决
交通拥堵的建议。”实际上，二线城
市堵车现象眼下非常普遍，可以预
见这一问题短期内不会解决。

“目前，汽车市场还得发展，
现在不买汽车买什么啊？所以，
堵车现象日益严重一点也不奇
怪。”周老说，最根本原因是经济
发展了，城市的经济水平和居民
的收入水平变化了。以500万人
口的城市为例，如果每户一辆
车，就是100多万辆。

以北京为例，现在采取很多
措施，包括增加公交和地铁、增
加停车费等，就是希望减少拥
堵。下一步，“停车问题可能比堵
车问题更加严重，买了车也找不
到地方放。”北京分区域收取停
车费，起到不鼓励用车的作用，
这条也是国际上通用的经验。

“北京摇号买车，是一个不
得已的办法。有一定效果，但也
还很有限，因为汽车拥堵是个复
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不单纯是一
个交通问题。限行后，不少家庭
买两辆车。”

东京人有车

并非每出必开

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的东

京堵得一塌糊涂，北京不堵。40
年后的今天，东京一点也不堵
了，北京却堵成了一锅粥。

周老说，事实上，北京有550
万辆车，东京则是750万辆。东京
不堵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大家有
车却不是总在用。东京人买了汽
车，上班的时候却不开车。为什
么不开？东京人从住的地方出
来，坐公交、转地铁、到办公室，
一路下来比开车快而且方便舒
适。“要做到这一点，公共交通一
定要方便，尤其是换乘一定要方
便。”北京的街道比东京宽得多，
东京能做到的，北京就更容易做
到了。只要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
办法，交通拥堵一定可以解决。

“在一个城市，百分之几的
人是走长距离的，百分之几的人
是走中距离的，百分之几的人是

走短距离的，这都是有规律的。
现在，公交一般应承担40%的出
行交通量，以保证各种交通需
求。反之，如地铁原本要解决长
距离的问题，但结果不少短距离
的人主要依靠这个，这样也不
好。这些都是管理方面的问题。”
周老说。

专业问题不能

光领导说了算

“过去修条马路，让车子走，
天经地义，一般不会堵，不用担
心堵车。”周老认为，但是到了一
定程度之后，性质就变了。交通
行业以前在科技不发达时是个
配套行业，现在，交通问题的性
质、位置都不同于过去了，已经

成了城市发展的命脉。
在春节前，北京市内几乎没

有一天、没有一条交通干线不堵
车。这是个科学问题，涉及社
会、经济、规划等多个方面。从
交通学的专业角度讲，如果一条
车道每小时可通行1000辆车，4
条车道也只能通行 3000多辆，
也叫科学限制。流量到一定程
度，转弯的时候就要修立交，都
是技术问题，更根本的是交通规
划和人口规模问题，以及城市布
局问题。

周老指出，交通规划与城市
规划必须同步，前者离不开后
者，一切规划又离不开领导决
策。我们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
是专业问题也往往领导说了算。
实际上，必须要专家和领导结合
起来才能解决。

东京不堵了，北京为何还堵
周干峙：只要方法得当，拥堵可以解决
本报记者 喻雯 董钊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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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京京立立体体交交通通网网络络的的完完善善
给给城城市市交交通通减减压压。。 董董钊钊 摄摄

北北京京很很多多路路段段的的拥拥堵堵情情况况
得得到到很很大大缓缓解解。。 董董钊钊 摄摄

停停车车费费标标准准上上调调让让繁繁华华区区停停车车
资资源源得得到到合合理理配配置置。。 董董钊钊 摄摄

22001100年年1122月月2233日日，，北北京京二二环环路路的的大大
堵堵车车（（资资料料片片））。。 周周青青先先 摄摄

由济南的治堵谈起，原建设部副部长、全国著名建筑学和

城市规划专家、两院院士周干峙和记者在较大范围内探讨了

他对目前交通拥堵的认识。他认为，对堵车问题必须有全面准

确的认识和系统综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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