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观“城市病”

越治越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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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经十十路路新新公公交交道道将将跑跑直直达达车车
公交公司称堵车致公交车运力下降，直达车将保证速度和准点率

本报记者 刘飞跃

对于经十路开设双向四排公交车
道的事情，省城不少的哥对此表示担
忧，主要是担心以后被抓拍的可能性
将会增加。而且因为目前济南出租车
即停点并不是非常完善，不少的哥也
担心因不能随意停靠，他们被误认为
拒载的情况会增多。

对于济南的出租车司机来说，罚
款扣分主要是因为轧线、违法停车以
及挤占公交车道。“平时我们最害怕的
就是公交车，有时候公交车道上一辆
车也没有，我们也不敢走，害怕被抓
拍。”省城的哥宋师傅说。

在经十路、经七路等人流量大的
街道上，经常能看到一辆行驶中的出
租车因为看到路边有人招手，便进入
公交车道，而后面的公交车只能紧急
避让。

“虽然经十路上有出租车即停即
走点，不少市民仍是习惯随手打车。我
们因为害怕被抓拍而不敢停车，不少
乘客都以为我们故意拒载。”宋师傅
说，不少的哥宁肯不拉活，也不会冒险
停车而被罚100元。

而对于经十路增设公交车道的提
议，省城不少的哥反映，增设了公交车
道，出租车以后还怎么停？而且公交车
道增加了，其他车道势必更堵，拉的活
肯定会少。

“出租车只能跟社会车辆堵在一
条车道上，对我们的生意肯定会有影
响。而且这对出租车来说也未必公平，
因为出租车也交了公共资源有偿使用
费。”的哥张师傅说。

从探访中可以发现，经十路上的
部分出租车即停点设置在了公交车站
附近。每当上下班高峰期车流量较大
的时候，一排公交车会将即停点牢牢
挡住，出租车无法停靠，更不用说双排
公交道了。

两排公交车道

我们咋停车
的哥称今后停车更冒险

本报记者 王兴飞

现在一个路口的车流量

顶过去整条经十路两倍

2003年以前，经十路在当时
虽然不窄，但大部分路段却是由
慢行道路唱主角的。例如青干院
至二环东路路段路宽50米，双向
6个机动车道宽21米，非机动车
道与人行道宽却有24米。这种机
动车道不如非机动车道宽的现
象，在经十路上非常普遍。

2004年，改造后的经十路完
成了全线通车，燕山立交以西路
段路宽达到60米。其中机动车道

宽30米，非机动车道12米、人行
道6米，另有8米的机非隔离绿化
带。此时，机动车道成为道路路
权分配倾斜的主体，慢行通道渐
渐被边缘化。

“经十路修路拓宽时，当时
不少人质疑，经十路需要修这么
宽吗？”山东大学土建与水利学
院姚占勇教授说，这种质疑的呼
声在当时还很“盛行”。

市民王先生说，经十路拓宽
后让市民耳目一新。“都说这么
宽的路10年也不过时、不会堵，
但没想到堵车来得那么快。”

2008年，经十路的交通拥堵
已经成为常态，经十路与泺源大
街、历山路被称为济南三大最堵
道路。拓宽后的经十路，其实只
撑了不到4年。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
济南不断增加的机动车数量和
经十路的车流量。2004年，济南
机动车保有量不足80万辆，2015
年已达到167万。而增加更明显
的则是经十路的车流量。以经十
路纬十二路路口为例，该路口1
月12日全天交通流量已近8万
辆，而2003年整条经十路单日流
量仅为35690辆。

经十路成治堵试验场

潜力被挖尽却难见起色

交警部门相关人士表示，在
治堵问题上“路越宽越堵”开始
成为交通专家所持有的共同观
点，治堵不能单纯地与修路联系

起来，因为城市主干道永远是吸
引车流量的主力。

在济南全城治堵的过程中，
经十路其实扮演了一个“试验
品”的角色。继济南交警在经十
路开辟第一条公交专用车道后，
更多的治堵举措被率先用在了
经十路上。

2012年7月，济南交警部门
开始对经十路进行禁停试验，这
也标志着济南市主干道禁停工
作开始。2016年，济南预计将禁
停道路拓展至30条，并实施分时
段档次处罚。

而随后，经十路上又出现了
全国首个“逆向可变车道”，一个
信号灯可多走10辆车。目前，逆
向可变车道已在经十路各主要
路口节点推广，路口拥堵明显降

级。此外，交警还在多个路口开
辟了直行待行区、路口提前掉
头，并实施了路口禁左措施。

除此之外，济南交警还在经
十路上推行全新的“绿波带”。高
峰期路段通行能力提高了15%，
平峰期路段通行能力提高了
20%。目前，绿波带已在历山路、
工业北路等主干道上全面推广。

尽管一波一波的措施不断
上马，但经十路却难见起色。这
种通过深挖道路资源带来的治
堵成果，很快被疯狂增长的小
汽车埋没。对此，济南交警认
为，今后只能从路权上进行再
分配，引导、吸引交通参与者放
弃小汽车、换乘公共交通方式
出行，这也是无奈之举，是必经
之路。

十十八八般般治治堵堵措措施施，，抵抵不不过过疯疯长长的的车车流流
经十路拓宽改造十余年却越来越堵，交警称只能改变思路

说起经十路，很多市民表示，这么宽敞的道路，为何还会如此拥堵？其实，经十路拓宽的速度远远跟
不上车流量增加的速度。即使各种治堵措施已经在经十路上使了个遍，拥堵依然是越来越严重。

在经十路上，大多情况下出租车
只有等公交车离开后才能靠边停车。

本报记者 刘飞跃 摄

本报记者 王小蒙 张玉岩

最近经十路将要设置双
排公交车道的消息引发了人
们的讨论。与其他城市采取

“限购”、“限号”的思路不同，
济南近年来一直通过限制私
家车出行空间，来鼓励人们形
成“公交出行”的理念。

有市民表示，与其限制私
家车的出行，还不如直接“限
购”或“限号”。但济南交警支
队交通处副处长王峰认为，小
汽车限购、限号虽短期有效
果，但直接结果是刺激机动车
的增长。

“现在买车的成本非常

低，有一辆单号车可以再买一
辆双号车。”王峰说，北京、上
海都有限购，但依然拥堵就是
例子。所以根本上仍是要转变
人的用车理念、出行理念。

但被寄予厚望的公共交
通，却是让人想爱却爱不起
来。几天前的一个晚上，下班
后的陈女士冒着寒风，在饮虎
池公交站等了近半小时，却等
不来一辆5路车，她心里的烦
躁感瞬间升级。“5路车的发车
频次还是比较高的，怎么就是
不来车呢？”无奈之下，她只好
打车回家。

速度慢、发车间隔长、乘
车不方便和不舒适，让公交的

吸引力逐年下降。根据相关部
门统计，2015年济南公交出行
分担率(不含步行)仅为25%，较
2011年下降了4 . 69%，且仍在呈
下降趋势。远低于北京的46%、
上海的49%、深圳的55%、南京
的46%。

公共交通不给力，治理拥
堵必然后继乏力。而公共交通
之所以分担率低，一部分原因是
因为公共交通的吸引力并不高，
而吸引力不高则跟无法优先保
证公共交通有很大关系。

对市民彭女士来说，平常
开车上下班，周末选择公交出
行已成为常态。“有时宁愿堵
在自己车里，也不愿坐公交

车。公交车不敢指望，只能在
时 间 比 较 充 裕 的 时 候 才 敢
坐。”彭女士说，如果公交车像
其他城市一样，一会来一辆，
她也会选择公交出行。可现实
却是，公交车大都被堵在路
上，想快也快不起来。

“我们3年新增了1000多辆
公交车，运力增加了两成，但
被道路拥堵抵消掉了，这也导
致 公 交 的 竞 争 力 在 逐 年 下
降。”济南公交总公司营运市
场部副部长李嵩以经十路举
例，在刚划公交专用道时，公
交平时运行速度能到20公里/

时以上，但现在只有13 . 8公里/

时，效率下降了1/3。

经经十十路路太太堵堵，，公公交交时时速速降降11/33
公交出行分担率4年降5%，设4条公交道能拉回乘客吗

本报济南1月19日讯
(记者 喻雯 范佳) 在19日
上午的济南市十五届人大五
次会议分组审议后，济南公
交总公司总经理薛兴海透
露 ，经 十 路 增 设 公 交 车 道
后，将跑直达公交车。直达
车中途不再停靠，保障乘客的
乘车效率。

近日，交警部门透露将在
经十路(担山屯立交至邢村立
交)等5条道路上开通双向四
排公交专用道。新设的第二排
公交专用道供校车、通勤班
车、旅游大巴、长途客运等车
辆通行。

对此，济南市人大代表、
济南公交总公司总经理薛兴
海表示，公交公司会与交警部
门密切配合。除开通直达车、
增设大站快车、高峰通勤车
外，还将进一步采取优化线
路、站点等一系列措施。

对于增设公交车道，不少
私家车主表示反对。但也有不
少市民盼望增设公交车车道
后，公交公司能提高服务质
量。

薛兴海认为，现在私家车
的无序增长侵犯了公交车的
路权。“过去道路上不拥堵，所
以2000多辆公交车时周转很
快。现在5000辆车都周转不过

来，由于拥堵，运能下降，准点
性就保障不了了。说公交车慢
造成拥堵，我觉得是弄反了。”
薛兴海说。

想让市民更青睐公交车，
准点率和速度就得有保障。薛
兴海认为，目前济南的202路
高峰大站快车之所以吸引力
很大，就是由于速度快，停站
少，容量大，而直达车也将实
现这一效果。

“目前直达车已经进入客
流调查阶段。”薛兴海介绍，只
要经十路增设公交车道，会马
上增设直达车。

“所谓直达车，在运筹学
上是效率提升的一个概念。在
人流量非常密集的两站之间，
通过直达车连接，能不设站就
不设站。这样就节约了时间，
提高了车辆利用率，使公交车
的运能增加，可靠度增加。”薛
兴海举例，如从济南西边的市
立五院到燕山立交桥，有很多
乘客都将这两处地点作为首
站和末站。待这辆车坐满后，
中间就不再停靠。

“目前经十路上还没有真
正意义上的直达公交，有的只
是定制公交。”薛兴海介绍，目
前对经十路按客流量精细划
分的工作尚未完成，直达车的
票价还在制定中。

相关新闻

各种办法已经用尽，但经十路拥堵依旧。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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