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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公交场站缺失，“绊”住138路东延

站台建好一年

也没等来公交车
文/片 本报记者 殷亚楠 实习生 郭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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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提前规划、建设

落实”，听上去很美

在2010年，济南市政府
曾出台了《关于优先发展城
市公共交通的意见》。该意见
中提到“为确保公交线路的
畅通，新建居住小区、棚户区
改造、开发区建设、商务区、
大型城市综合体和大型公共
活动场所以及城市道路等城
市基础设施，须按照国家有
关标准配套建设相应的公交
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公交换
乘枢纽、公交场站、首末站、
公交港湾式停靠站及立体换
乘过街设施。”该项条款算是
目前能对公交场站的建设起
到一定指导约束作用的唯一
文件。

日前，记者从济南市规
划局了解到，济南市规划局
等部门于2007年启动编制了
济南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
这项规划在2011年9月完成
最新修订。规划局市政规划处
有关负责人介绍，据规划，二
环东路以东规划预留了公交
场站用地53处，市区共130多
处。除了编制了公共交通专项
规划，规划局还在济南市控制
性规划中对相关用地进行了
落实，即具体位置、规划用途、
用地面积大小等信息都有涉
及。“前期规划都有，就看之
后怎么建设实施。”

而实际上，真正建起来
的场站很少。公交公司相关
工作人员透露，他们现有的
几十个场站中，只有二三十

处、三分之一左右是国家划
拨土地建起来的，其余的场
站都是公交公司临时借用或
租用的，实在没有地方，公交
车只能在路边、高架桥底下
临时停放，有时甚至会被交
警贴上违章停车的罚单。而
临时借用的场地，人家说不
准哪天就赶人，“盖家沟那里
近期还在撵呢！”

用 地 资 金 规 模

大，谁来建设不明确

据有关专家介绍，公交
场站的用地一般都走国家土
地划拨，但即使是土地划拨
也得缴纳一定的费用。要满
足实际需求按照前期规划建
设足够数量的场站，用地资
金的规模相当大，如果没有
政府财力补贴支持，公交公
司难以独自承担。

这位专家还认为，虽然
济南市政府此前也有《优先

发展公共交通的意见》，但该
意见只属于一个政府文件，
不属于法规，不带有强制性，
而且在规划方面，公交场站
的设置不是小区建设的前置
条件，所以最终实施，开发商
可做可不做。而且我国法律
法规中至今没有强制规定小
区公交场站由谁建设，由谁
出资。缺乏监督的“提前规
划、建设落实”，只能说是听
上去很美。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提
到公交场站的建设问题时，
建设单位确实无法明确。济
南市公交总公司相关工作人
员说：“公交场站就像BRT站
台一样，都属于市政基础设
施，应该由市政公用事业局
来 建 设 ，公 交 公 司 只是使
用。”而记者咨询济南市市政
公用事业局，市政设施建设
处的负责人说，公交公司内
部有一个场站建设分公司，
公交场站应由他们负责。

“站台都建好一

年了，138路公交车往

东延长一段就行，可

公 交 车 至 今 还 没 过

来，这到底是怎么回

事？”近日，家住济南

高新区凤凰路北段徐

家庄的林先生向记者

反映了这一情况。记

者从济南公交总公司

了解到，主要是因为

基础设施问题，徐家

庄附近的东部城区缺

乏公交停车场。

居民困惑>>

小区已住两千人

至今没通公交车

近日，记者来到济南高新区的徐
家庄。放眼望去是一片整齐的小区，这
是徐家庄旧村改造后的新居。小区北
部分布着一些院落，该村居民说，这是
还未拆迁的村民。徐家庄位于工业南
路北侧、凤凰路北段，处于凤凰路与花
园东路交会处。记者在这里看到了一
个公交站台，上面没有线路、站牌，只
是一座空台。

林先生介绍说，从该站台处往西
一直走就是花园路了，它们在一条线
上。“听说138路公交车走花园路，如果
能往这开一点，我们去洪家楼等好多
地方就太方便了。现在想坐公交车只
能到工业南路，太不方便了。”据了解，
平日居民外出乘车只能步行到工业南
路上的“凤凰路”站点，根据距离远近
要走一刻钟到四十分钟不等。

随后，记者走访了徐家庄的村委。
村委的路书记说，反映这一情况的居

民很多，村委也曾做过多方努力，早就
找过公交公司，但当时没找到负责相
关工作的人，这事就放下了；年前还找
了市政公用事业局一次，不过现在还
没办成。

路书记介绍，徐家庄旧村改造盖的
楼房共有28栋，原有村民约640户，算上
外来人员现在能达到2000人。目前80%的
居民已经搬进楼房了，估计再有几个月，
最后一批楼房将完工。“人越来越多，不
通公交不行啊！”他感叹说。

部门说法>>

附近没有停车场

公交线路难延长

路书记认为，不通公交除了影响
居民的出行，还间接影响了附近区域
的经济发展。该小区外围建了很多商
品房，徐家庄往北就是历城区，沿凤凰
路往南就是历下区，三区连接，如果能
尽快通车，可以说发展潜力巨大。他还
表示，如果公交公司能把车通过来，“有
任何问题，我们都全力协助解决！”

记者联系到济南市公交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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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规划用地130多处

目前只建成二三十处
利益牵扯大，公交场站规划落实好难
本报记者 殷亚楠 实习生 郭金凤

提到城市发展中公交场
站不足的问题，山东大学交通
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主任张汝
华表示，这牵扯到三方面的问
题：一是前期规划有没有；二
是规划的地块在实际中能否
落实；三是谁来建。在济南的
现实情况中，既然有前期规
划，主要是第二个环节出现问

题，一些原本规划为公交场站
的好地块往往留不住，最终被
开发商或其他单位占走。

采访中发现，有些郊区规
划的公交停车场用地尚未开
发，处于闲置状态。至于具体
到某个新建小区的问题时，即
使有了空地，如果没有强有力
的资金支持，公交公司也可能

因为客流不足，而不愿意多开
公交线。“公交公司作为企业
当然要考虑成本的平衡问
题。”这就需要政府出台强有
力的促进公共交通优先、保障
公交场站建设落到实处的政
策。“尤其是公共设施建设用
地不能随便更改，保障性的用
地应该留住。”

场站用地要留住，资金也得有支持

“最后一公里”出行难

BRT站台外停满自行车
文/片 本报记者 李飞 实习生 刘保建 胡慧

数百辆自行车和电动车将BRT站台外的人行道区域占得满
满的。这是21日，记者从BRT1号线终点站黄岗站台外看到的一
幕。不仅是终点站，记者发现在BRT公交车的三孔桥、东工商河、
生产路北口、无影山路、历黄路、西苑小区等站台外，均有不少
自行车停放。

BRT站台外“变身”停车场
“BRT公交站台外全是自行

车和电动车，得有二三百辆。”21
日，市民严先生向本报反映说，在
BRT1号线的终点站——— 黄岗站
台外，人行道区域停满了车子，影
响交通，行人过马路时都得绕道
走。

21日，记者来到位于天桥区
无影山中路的黄岗站台，正冲着
站台进出口的人行道区域果然停
放了百余辆车子，多数为自行车，
甚至连紧邻的绿化带里也有车子
停放，俨然一个小型停车场。

“天天如此，都是上下班坐

BRT公交车的人，早上放下车子，
下午下班后再骑走。”市民李女士
说，她每天都要从站台外的人行
道经过，上下班时都走不动。记者
注意到，站台外的人行道区域本
来就不宽，大量自行车的停放使
得空间更加狭小，只要进出的乘
客一多，出口外面就会堆积大批
的乘客。

记者发现，不仅黄岗站，BRT
公交车的三孔桥、东工商河、生产
路北口、无影山路、历黄路、西苑
小区等站台外，均存在自行车和
电动车停放的现象。

停放没人管，丢失是常事
采访中，一些市民表示，站台外

停放自行车，阻碍了乘客进出，一旦
遇到危险容易造成拥堵，存在安全
隐患。而停放车辆的乘客也向记者
大倒苦水：“在这儿停车真是没办
法”，“住的地方没有公交车，步行又
太远”，“附近也没有存车的地方”。

22日早晨，在BRT黄岗站台
外，刚刚放下自行车的宋女士告
诉记者，她住在新沙小区，由于附
近没有公交车，她每天先骑自行
车10分钟，然后转乘BRT去单位
上班。“步行太远，只能骑自行车，
在这儿放车真是没办法。”

在历山路站台外，停车的孙
女士对记者说，她现在每天上班

都是“自行车+公交车”，如果步行
去坐公交车，上班肯定得迟到。

对于在站台外停放自行车影
响交通一事，多名接受采访的乘
客都表示很无奈，“我们知道放在
这儿影响交通，而且也不安全，可
不停在这儿，停哪儿呢？”

在黄岗站附近修车的颜师傅
告诉记者，他修车三年多，站台外
无序停车占用人行道的情况一直
存在，因为没有人看管，停放的自
行车经常丢失。

对于自行车的停放，BRT公
交站台里的工作人员也无奈地表
示，由于自行车停放在站外，他们
也没办法管理。

市民建议站台附近设存车点
市民出了家门，无论是上班还

是办事，距离公交站牌都存在一定
的距离，近的可以步行，远的则要骑
自行车，这段路程被称为出行的“最
后一公里”。采访中，记者发现，遭遇

“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的市民不在
少数，而即使有了自行车，却无处可
放，更是困扰着他们。

在BRT黄岗站台附近修车的颜
师傅告诉记者，之所以很多人选择
将自行车停放在站台外，是因为附
近没有专门的存车点。采访中，很多
市民建议，能否在公交站台、站牌附
近设置存车点，彻底解决“最后一公
里”的出行难题。

家住二环西路的张女士每天
要骑20多分钟的电动车，到黄岗
站后再乘BRT1号线到位于生产
路北口附近的单位。“最好在站台
附近有个专门停车的地方。”住在
匡山小区的高先生同样表示，“有
关部门能否在站牌附近划出一个

地方，方便市民存车，即使交点存
车费也无所谓。”

据记者了解，去年济南市两
会上，济南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济南市公交总公司总经理薛兴海
曾表示，济南目前正在着手解决

“最后一公里”问题，初步打算就
是在著名景点、大型居住社区、商
场、大型交通枢纽、公交始末站等
人流集散地设置一定规模的自行
车停放和租赁点，实现慢行交通，
尤其是自行车交通与其余交通方
式之间的零距离换乘。

22日下午，山东大学交通规
划设计研究中心主任张汝华告诉
记者，市民“自行车+公交车”的绿
色出行方式应该得到鼓励，相关部
门应该考虑居民的“最后一公里”出
行难题，在公交站台附近提供自行
车停放区域，同时保障车辆的安
全。“绿色出行多了，开车的就少
了，对交通、环境都有好处。”

近日，记者多处走访了解到，徐家庄小区面对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城市和交
通规划方面的专家介绍，由于前期规划的公交场站在建设时往往落实不了，使
得公交场站的建设远远落后于实际需要和居住区的建设速度。当新建小区的入
住居民越来越多后，公交场站配备不足引来的连锁反应会更加突出。

在BRT1号线某站台，停满了自行车和电动车。

增加公交吸引力 改变市民出行习惯

交通专家开药方“治堵”
本报2月25日讯(记者 任

志方) 面对越来越拥堵的城
市道路，如何提高公交系统对
市民的吸引力，保证大多数市
民的顺利出行？25日，在济南公
交总公司，来自山东大学、东
南大学、美国能源基金会、济
南公安交警支队、济南公安公
共交通分局以及济南公交的
多名专家和相关负责人对此
进行了探讨，从不同角度给城
市拥堵病开出了“药方”。

东南大学交通学院副院
长陆建认为，在城市发展的
过程中，城市交通包括公交
的发展是一个系统性的工
程。目前公交在面对其他出
行方式的时候缺乏竞争力，
这就需要公交、交警、市政以
及规划等多个部门联手来解

决问题。
对此他提出的对策是，要

想提高公交出行的分担率，就
要考虑公交出行是否有吸引
力，这就包括公交车运行速度，
还有上车以后的舒适性，“另外
就是公交的承载力，如果将来
济南公交的出行率达到50%，
那么就要考虑公交车辆是否
能承担这么大的客流量。”

而美国能源基金会技术
专家刘岱宗从另一个角度提
出了治堵的思路，“在缓解交
通拥堵方面，我们有一个基
本的价值取向，那就是到底
先提高小轿车的通行速度，
还是建设完善的公交系统，
保证大多数人的出行？美国
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开始有了
一个转向，就是以按人来换

算通行量代替了按车来换算
通行量。”

他认为，解决交通拥堵
是让大多数人的出行更方便
了，而不是私家车出行更方
便，大家对小汽车都有一种
向往，如果不管理这种需求，
那么只会把小汽车的拥堵向
更严重的方向引导。

济南公安公共交通分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治堵应该首
先从规划的层面解决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其
他问题都不好解决。”其次，要
从道路交通网络、衔接以及交
通服务方式等方面进行优化。
同时，他还透露道路管理部门
下一步可能要对BRT道路资
源的合理利用进行优化，提高
车道的利用率。

营运部相关负责人邓部长介
绍，公交公司确实有向徐家
庄方向通138路车的打算，之
所以迟迟没能通车，“主要是
基础设施的问题”。

邓部长说，之前徐家庄
周围人员较少，所以公交公
司没有规划相应路线，只在
工业南路上设立一个站点，
也就是现在的“凤凰路”站，
以前就叫“徐家庄”站。后来，
高新区有关部门提过公交车
线路的问题，他们也在考虑，
很重视徐家庄这片地方的交
通。去年，高新区说在凤凰路
给公交公司提供场地建停车
场，“现在建设这个停车场的
方案正在申请中。”

站台都有了，车为什么
不能往前开一点？对此，邓部
长解释，站台和通公交是两
个不相干的事情，“车不能说
开过去就开过去”。138路是
小公交，载客量有限，运营中
一般在正丰路上就已经满员
了，如果再往前走就得相应

地增加公交车数量，但是现
在的东终点站处和再往东的
地方都没有停车场，车辆只
能立即返回停在洪楼终点
站，而洪楼停车场的停车空
间非常有限，那里本来就停
有多路公交车，已不能再容
纳更多的车辆了。

目前状况>>

规划用地有三处

一个都没建起来

在2006年到2020年的济
南市公交场站规划图中，记
者看到徐家庄周边2公里行
车范围内，共规划了三处公
交场站用地。最近的一处在
东辰大街、刘智远路交叉口
东侧，离徐家庄有900米。

23日，记者到这三个地
方现场查看发现，都没有按
照原有规划建设公交场站。
其中，位于东辰大街(天辰大
街东延线)、刘智远路交叉口

东侧的规划用地，目前尚处
于未开发状态，有几处简易
厂房、废品回收场和一块堆
满建筑垃圾的空地。

位于徐家庄北1 . 2公里
处的第二个地方，在47路车
终点站赵庄附近。记者在此
寻找许久，发现规划用地位
置现为赵庄村居村舍所在。
47路车一位驾驶员说，他们
一般把车停靠在终点站牌附
近的小广场边上，有时也借
用站牌路对面山东省地质勘
探队大院内的位置停放，“附
近没有公交场站”。

第三处位于康虹路、开
拓路交叉口西北角的地方，
正在平整地块。据现场的一
名工作人员说，这里为开发
商所用，要建设一个项目。

徐家庄村委表示可以提
供一定的停车场地，公交公司
邓部长得知这个情况后，表示
将随村委人员查看该村可以
提供的场地，然后再决定怎样
改善徐家庄处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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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是公交场站规划用地的位置，正在平整土地准备开发。

有了场站“歇脚”公交才能通到那里。
本报记者 徐延春 摄

徐家庄小区门口的公交站牌已建成一年，可至今没有公交车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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