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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刘飞跃

串联四大东西向高速
预留规划衔接济潍高速

公示信息显示，路线自起点向
南，下穿黑铁山后设张店互通与
G309青兰线连接，在南焦宋南跨越
胶济客专，于大高村东设张店东互
通与S231张台线连接，经四角方村
东至辛庄村西设金山互通与S102济
青线相接，经千峪村西，于北佛村西
设淄川东互通与S509胶王路连接，
于贾石村东预留规划济潍高速衔接
条件。

在西河镇涝洼村东设西河互通
与X006辛博路相接，向南在崮山镇
东设博山东互通与S317相接，于邀
兔崖村东上跨辛泰铁路，在五高峪
村北下穿榆横至潍坊1000KV特高
压，经南坡村南、鹿疃村东，在池上
镇西设鲁山互通与S317临历线相
接，经七峪村北、吴家台村南下穿鲁
山。

经车场村东、娄峪村北，在黄
山村东设沂源北互通与X009淄中
路相接，经赵家峪村东、西赵村西，
于王家泉村东设悦庄枢纽与G22青
兰高速相接，向南经北安乐村东，
于安乐村东下穿瓦日铁路，经牛郎
官庄北，在李河西村北设沂源南互
通与X026南崔路相接，跨越沂河，
经王家桃峪村东、郭家庄东，于苗
山北村东设西里互通与S234惠沂
线相接。

向南经清泉村西、太平官村东，
在黄泉村西北进入临沂境，过王家
庄子村东、上薛村南、下薛村西，在
高庄镇东设高庄互通与G342日凤线
相接，跨越汶河，向南经中峪村东，
沙山东头村北、西北官庄村北，于马
牧池镇西设马牧池互通与S313日滕
线相接。

经柳洪峪村东，在大梨峪村南
下穿上海庙至临沂800KV特高压
线，经孤山东，于里桥村西北设孙祖
互通与X048连接，过西铁峪村西、西
高村西，在金厂峪村北设张庄互通
与S229沂邳线相接，向南经东风水
库东、迎旗山东，赵家岭村东，在沂
南县青坨镇高家岭村东设沂蒙枢纽
立交与日兰高速连接到达终点。

全线设置4处服务区
2024年6月底建成通车

记者了解到，项目起点位于淄
博市张店区中埠镇G20青银高速上，
向北顺接沾化至临淄高速公路；终
点位于临沂市沂南县青坨镇村东
G1511日兰高速上，接点互通立交及
结构物设置应预留日兰高速拓宽双
向八车道，路基宽度42米的条件，同
时预留项目远期南延条件。

全线采用设计速度120公里/小
时的高速公路标准，起点至青兰高
速段为双向六车道，路基宽34 . 5米，
青兰高速至终点段为双向四车道，
路基宽27 . 0米；六车道段隧道建筑
界限净宽为15 . 25米（单洞），四车道
段隧道建筑界限净宽为11 . 50米（单
洞）。

桥梁工程为特大桥3396米/3
座，大桥24646米/58座，中桥1067米
/13座，小桥300米/14座。隧道工程
为25 . 638公里/18座。互通立交16座

（枢纽互通3座，一般互通13座）；分
离立交20座。

服务区4处，分别是淄川服务
区、鲁山服务区、沂源南服务区和沂
南西服务区。收费站13处，均为互通
立交收费站，每处占地0 . 6公顷。根
据项目推荐方案的技术标准、工程
规模及建设条件等因素，施工安排
为：2021年6月底开工建设，2024年6
月底建成通车，工期36个月。

7处遗址8个生态保护区
部分将采用隧道形式穿越

根据《山东省文物局关于临淄
至临沂公路工程选址的意见》（鲁文
许[2018]251号）相关内容，临淄至临
沂高速公路工程选址区域内，通过
调查勘探发现遗址7处（含1处国保、
2处县保单位）、墓地6处（含1处市保
单位），遗址分别为齐长城遗址（国
保）、北焦宋遗址、千峪村西遗址、石
楼村西南遗址、吉利沟村西南遗址、
沙山村西南遗址和县保单位北消水
遗址。

此外，本项目穿越8个生态保护
红线区，淄博市主要有淄川生态公
益林北部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护
红线区、太河水库水源涵养生态保

护红线区、五阳湖生物多样性维护
生态保护红线区、鲁山生物多样性
维护生态保护红线区、鲁山以东生
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护红线区、毫
山以南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护红
线区；临沂市有岱崮土壤保持生态
保护红线区、汶河水源涵养生态保
护红线区。

公示信息显示，黑铁山风景名
胜区、淄博鲁山省级自然保护区、鲁
山国家森林公园、博山风景名胜区
鲁山景区将采用隧道形式穿越。齐
长城遗址则是三段隧道下穿以保护
这处世界文化遗产，分别为青龙山
隧道、鲁山隧道和车场隧道。

纵穿山东中部山岭地区
缓解京沪通道交通压力

2018年9月，山东省人民政府以
鲁政字〔2018〕199号印发了《山东省
综合交通网中长期规划（2018-2035
年）》，山东省高速公路网布局优化
调整为“九纵五横一环七射多连”。
该项目是山东省高速公路网规划

“纵四”中沾化（冀鲁界）-淄博-临沂
（鲁苏界）高速公路的一部分，北接
拟建的沾化至临淄高速公路。

本项目的建设可形成淄博市、
临沂市中部区域公路运输通道，将
进一步完善山东中部高速公路网布
局，发挥路网的整体效益、改善区域
交通运输条件，更好地为山东的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便捷的交通支
撑。

本项目位于由G29滨博、G2京
沪高速组成的西通道和由G18荣乌
高速、G25长深高速组成的东通道之
间，其建设将提供一条纵穿山东中
部山岭地区的高速通道，有效分流
山东与京津冀、长三角之间的交通
量，缓解京沪通道的交通压力，提高
山东中部纵向通道公路运输的应急
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

临淄至临沂公路路线起点虽起
自于经济发达地区，但南北向所经
区域多处于革命老区、较贫困山区，
所经的沂源、沂水、蒙阴、沂南等县
均为山东省贫困县。本项目建成后，
将进一步改善沿线地区交通基础设
施网络，对助力沿线农民脱贫致富、
有效串联沿线旅游资源、带动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本报济南 1月2日讯
（记者 程凌润） 1月2
日，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
发布《2021年元旦假期济
南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简
报》，公布了全市重点景区
相关数据，其中天下第一
泉景区接待游客2 . 4517
万人次。值得注意的是，冰
雪项目受到市民游客追
捧，山东省内首家雪乡主
题度假区跑马岭·齐鲁雪
乡以及各滑雪场迎来大批
游客。

1月2日，全市重点监
测A级景区18家，其中天
下第一泉景区接待游客
2 . 4517万人次，营业收入
16 . 2244万元；千佛山风
景区接待游客0 . 93万人
次；九如山风景区接待游
客0 . 426万人次，疫情常
态化形势下市民游客出行
趋于理性，更自觉地选择
错峰出行。

随着今年冬天第一场
强降雪的到来，冰雪项目
成为众多市民游客假期出
游首选。节日期间，跑马
岭·齐鲁雪乡正式开业，该
项目是省内首家雪乡主题
度假区，开设了雾凇大道、
冰雪童话主题乐园、雪地
越野、精灵与神兽、梅花鹿
和TA的朋友们、雪狼战
场、雪豹观景区等七大主
题娱乐活动，与其他冰雪
项目差异化明显，独具特
色。

同时，金象山滑雪场
推出了雪地系列游戏、通
关寻宝、元旦跨年雪地篝
火party等活动；九如山通
过大规模人工降雪，精心
营造满天飞雪盛景；蟠龙
山滑雪场、卧虎山滑雪场
等也开设了趣味性十足的
冰雪项目，各滑雪场纷纷
迎来大批游客。

元旦假期第二天，全
市各级文化旅游部门共
出动324人次，检查各类
文化和旅游经营场所101
家，其中旅行社3家、景区
1 1家、宾馆酒店6家、互
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5 9 家 、歌 舞 娱 乐 场 所 9
家、电影院6家和出版物
经营场所7家，并妥善处
理1起旅游投诉。

节日期间，全市各级
文化旅游部门通过高强度
的连续检查，督促文旅企
业严格落实有关防疫要
求，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切
实维护好假日期间文化和
旅游市场秩序。

1月2日，济南游客集
散中心共接受咨询1663
次，交通候车接驳520人，
游客休憩（休闲、餐饮）745
人次，商品销售292人次；
各媒体平台累计发文95
条，回复网友问题咨询30
条。

1月2日，全市文旅市
场平稳有序，未发生安全
生产事故。

本报济南 1月2日讯
（记者 程凌润） 1月2
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从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
获悉，济南市60余家电影
院元旦假期首日票房超过
591万元，较去年同比增长
131 . 6%。

受疫情等因素影响，
众多市民游客没有选择外
出旅游，而是通过观影或
欣赏文艺演出来丰富精神
文化生活。

据统计，济南市60余
家电影院元旦假期首日票
房超过591万元，较去年同
比增长131 . 6%，《送你一
朵小红花》《温暖的抱抱》

《心灵奇旅》等新上映影片
深受追捧。

同时，由北京爱乐管
弦乐团带来的2021济南新
年音乐会在山东省会大剧
院隆重上映，且一票难求。

此外，济南市文化馆
曲山艺海星乐汇周周演、
济南市吕剧院第六届吕剧
惠民演出季、铁路文化馆
举办的杂技魔术晚会、明
湖居开心甜沫曲艺专场等
也深受市民朋友欢迎。

元旦假期，济南市各影
院和文艺演出场馆加派人
手，严格落实防疫要求，做
好体温测量和健康码检查
工作，实时控制场内人数。

临淄至临沂高速串联四大东西向高速。

济南市60余家电影院

假期首日票房同比增131.6%

临淄至临沂高速完善鲁中路网
计划6月底开工，省会济南和鲁南都市圈再添一条大动脉

日前，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发布《关于临淄至临沂高速公路项目受理公示》。公示信息显示，临淄至临
沂高速公路起点与淄博境内青银高速公路相接，终点位于临沂日兰高速，同时预留南延条件。项目计划
今年6月底开工，2024年6月底通车，届时省会都市圈与鲁南都市圈再添一条南北大通道。

一场强降雪
拉动冰雪项目游

齐鲁雪乡及济南各滑雪场迎来大批游客

元旦假期冰雪项目受游客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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