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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廖雯颖

布局四横六纵三环
目前五个项目在建

根据《规划》，我省将规划
新增1000公里高铁里程，到
2035年，全省路网总规模达到
5700公里，同步规划800公里市
域铁路，高铁网络覆盖县域范
围达到93％以上，高铁通道进
出口增加到15个，时速350公里
高铁占比提高到80%以上，全
面构建“四横六纵”现代化高铁
网络，形成覆盖全省的“省会
环、半岛环、省际环”格局。

三环：省会环（德州－滨
州－淄博－莱芜－泰安－聊
城－德州）、半岛环（青岛－日
照－临沂－潍坊－烟台－威
海－青岛）、省际环（德州－滨
州－东营－潍坊－烟台－威
海－青岛－日照－临沂－枣
庄－济宁－菏泽－聊城－德
州）。

到2022年，重点推进济青、
鲁南、北部沿海、京九、京沪高
铁二通道、滨临、东部沿海通道
铁路项目，争取在建和新开工
高铁建设里程3300公里。到
2025年，持续推进通道项目建
设，积极推动渤海海峡跨海通

道规划建设，尽快打通高铁通
道“主动脉”，基本建成全省现
代化的高铁网络。

目前，我省已建成京沪高
铁、石济客专、青荣城际、胶济
客专4个高铁项目，通车里程
1240公里，居全国第7位。在建
济青高铁、鲁南高铁和青岛至
连云港、潍坊至莱西、济南至
莱芜铁路5个项目，建设里程
1230公里。郑州至济南铁路、
雄安至商丘铁路、京沪高铁二
通道等国家干线高铁和济南
至滨州、滨州至东营、潍坊至
烟台、莱西至荣成等城际铁路
项目前期工作正在加快推进，
规划里程1720公里。

2035年高速公路通道
进出口增加到27个

高速公路新增规划里程
700公里，到2035年，全省路网
总规模达到9000公里，覆盖全
省所有县（市、区），高速公路
通道进出口增加到27个，与普
通干线公路和城市主干道路
高效衔接，形成“九纵五横一
环七射多连”网络布局，力争
实现通道内均有２条以上贯通
的高速公路。

沿海港口加快港口资源
整合步伐，尽快形成以青岛

港为龙头的现代化沿海港口
群，重点加快青岛港董家口
港区、日照港岚山港区、烟台
港西港区等新港区和港口集
疏运体系建设，统筹有序发
展渤海湾港口和威海港区。

此外，构建以京杭运河、小
清河、黄河、徒骇河航道“一纵
三横”为主骨架，以济宁港为核
心，枣庄、菏泽、泰安港为辅助，
其他一般港口为补充的航运体
系，把内河航运发展成带动沿
河产业带兴起的“黄金水道”。

运输机场将达到12个
含菏泽枣庄聊城三地

运输机场实施民航优先
战略，提升完善济南、青岛、烟
台枢纽机场功能，统筹推进淄
博、枣庄、东营、潍坊、济宁、泰
安、威海、日照、临沂、德州、聊
城、滨州、菏泽支线机场规划
建设，构建“三枢十三支”运输
机场格局，形成渤海湾南部运
输机场群，推动机场群与城市
群协同发展。到2022年，全省
运输机场达到12个，新增布
局菏泽机场、枣庄机场、聊城
机场，增强青岛、济南、烟台区
域枢纽机场的竞争力，增强对
周边的辐射能力，提升威海、
东营、临沂、日照等机场的发

展水平。

综合交通布局
重点提及济南等六市

积极构建“高快一体”路
网系统。大力发展地铁、轻轨
等大运量城市轨道交通，积极
推进有轨电车、BRT快速公
交等中小运量公共交通，构建
重点城市城区“40分钟便捷
生活交通圈”，拉近城市时空
距离。

《规划》中还重点提及了
省内6市，涉及济南、青岛、烟
台、潍坊、临沂、菏泽，赋予了

“2+4+N”的综合交通布局。
具体来看，我省将打造以

济南、青岛为核心的“2+4+N”
综合交通枢纽布局。加快提升
济南、青岛枢纽国际服务功能
和智慧化水平，努力培育国际
性综合交通枢纽；提升完善烟
台、潍坊枢纽全国性服务功
能，打造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充分
发挥临沂、菏泽枢纽区位优
势，加快建成全国性的综合交
通枢纽；大力提升重要节点城
市的资源配置功能，加快构建
一批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形
成多点联动、区域带动、互联
互动的良性发展格局。

本报济南9月12日讯（廖雯
颖） 从山东省政府网站获悉，
山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山东省
综合交通网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8-2035年）》（以下简称
《规划》），加快构建布局超前、
功能完善、便捷高效、智慧引
领、绿色生态、安全可靠的综合
交通网络体系。

《规划》提出，到2035年，全
面形成“四横五纵”综合交通大
通道。建成功能完善、便捷高
效、技术先进、安全绿色的铁路
网、公路网、油气管线网，形成
现代化沿海港口群和民航机场
群，主要城市轨道交通基本成
网，综合交通枢纽功能更加完
善，综合交通科技创新能力和
智慧化水平显著提升，为交通
强省战略提供基础支撑。

到2035年，全面形成快捷
高效的“１、２、３、１２”综合交通
圈：通过高铁实现覆盖全省、通
达我省周边主要城市的“１、２、
３”小时陆上交通圈，其中济南
至相邻６市半小时通达，济南至
青岛、青岛至周边市、全省相邻
各市１小时通达，济南与省内各
市２小时通达，省内各市之间３
小时通达，济南与北京、上海等
１４个国内主要城市３小时左右
通达；通过民航实现我省中心
城市与世界主要城市１２小时
通达；通过航运实现我省沿海
港口群与全球主要港口全面通
达；通过打造以轨道交通为主
的城市交通体系，构建重点城
市城区４０分钟交通圈。

我省到2035年形成“四横五纵”交通大通道

济济南南与与省省内内各各市市两两小小时时通通达达

22003355年年我我省省高高铁铁网网覆覆盖盖九九成成县县域域
形成三环格局：省会环、半岛环、省际环

统筹构建布局合理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山东有哪些举措？《规划》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到2035年，全省路网总规模达到5700公里，
同步规划800公里市域铁路，高铁网络覆盖县域范围达到93％以上，时速350公里高铁占比提高到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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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运输方式规模目标对比（2017VS2035）

发展成就：

在建高速路规模

史上最大

截至２０１７年年底，全省综
合交通网络规模达到２８．９万公
里，“三横四纵双枢纽多节点”
综合交通网主骨架基本成型，
总体水平处于全国前列。

已建成京沪高铁、石济客
专、青荣城际、胶济客专４个高
铁项目，通车里程１２４０公里，
居全国第７位。公路通车里程
达到２７．１万公里，居全国第３
位，其中高速公路５８２０公里，
居全国第８位。在建高速公路
里程２２９３公里，是我省历史上
在建规模最大的时期。

现实问题：

省内高铁尚未实现

互联互通

我省综合交通在互联互
通、路网密度、建设标准、保障
水平等方面仍存在短板。

省内高铁尚未实现互联互
通，尤其是我省中西部地区以
及城市群之间交通联系仍不充
分。全省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
覆盖程度不高，路网密度分别
居全国第９位和第１３位，城市轨
道交通尚处于起步阶段。

全省建成时速３５０公里的
高铁仅占３３％，远不能满足高
效快捷的运输需求。双向六车
道及以上高速公路仅占１６％，
远低于江苏、广东４０％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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