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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朝发济南府 午至杭州城
宁杭甬高铁线“七一”开通，济南与长三角实现半日生活圈
本报记者 宋磊 本报通讯员 吕传来 胡凯

7月1日起，随着宁杭甬
高铁的开通运营，济南至杭
州、宁波将更加方便快捷，
济南至杭州的高铁票价也
比现在更加便宜了。

记者查询12306网站得
知，目前，济南至杭州的高
铁的票价一等座为796 . 5
元，二等座为474 . 5元。而7
月1日调图之后，济南至杭
州的高铁将由南京南下直
达杭州，不再绕行上海，在
时间上比现在的高铁最快
要省一个小时左右。7月1日
之后，变更运行区间，由南
京直接走宁杭高铁至杭州
的高铁票价将变得更低，记
者查询得知，一等座的票价
为648 . 5元，二等座的票价
为383 . 5元，分别比之前的
票价降低148元和91元。

本报记者 宋磊

济南至杭州

票价更便宜

本报济南6月2 7日讯
(记者 宋磊 通讯员 李
皓 丁炜) 至6月30日，京
沪高铁正式通车两周年。
记者从济南铁路局获悉，
山东境内最近一年共发送
旅客1000余万人，较第一
年同期增长高达32 . 67%。

7月1日调图后，通过
京沪高铁又将增加去往长
沙、武汉、宁波方向的列
车，高铁网络正在逐步成
形，环渤海、长三角、珠三
角被连成一体，成为我国
经济发展有力的助推器。
家在上海的李小姐酷爱旅
游，却常常因为工作的关
系无法出行：“周末休息两
天，原来只能在家里看看
电视，现在有了高铁，第一
天去看孔庙，第二天去泰
山玩，晚上就能回到家，真
是太给力了！”

随着高铁服务的日臻
完善，选择坐高铁的旅客
也出现井喷态势。“端午小
长假第一天，济南西站就
发送旅客1 . 7万人，超过日
常发送人数40%。甚至平常
周末，去北京、上海等方向
也会出现一票难求。”济南
西站工作人员表示。

京沪高铁两周年

山东客年增三成

莱芜市环保局坚持“学习、创新、跨越”理念

“团队共享学习”实现共同提升
本报莱芜6月27日讯(见

习记者 徐莹 通讯员 李
珂) 做最美的自己，做最称
职的环保人。近日，莱芜市环
保局举行“做最美的自己”主
题演讲比赛，这次演讲比赛
是莱芜市环保局对开展的

“三讲三提主题教育活动”的
一次阶段性成果展示。

“三讲”即讲责任、讲作
为、讲纪律，“三提”即提境
界、提标准、提形象。今年以
来，莱芜市环保局通过“三
讲三提主题教育活动”不断
加强学习理论、强化责任意

识、服务意识和大局意识，
筑牢“人人都是环保，事事
塑造形象”的理念。

近年来莱芜市环保局确
定了“推动环保工作跨越发
展，建设生态文明新莱芜”的
组织愿景。莱芜市环保局坚
持“学习、创新、跨越”理念，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
用，抓住知识共享与团队学
习这一关键环节，借助“环保
夜宵”和“创新沙龙”两个平
台，让大家在分享中学习、在
学习中进步，不断提升队伍
素质和队伍形象。

“环保夜宵”是搭建学习
平台的首创之举。利用每周
一晚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对时政新闻、经典文章、传统
文化和环保业务知识等进行
集中交流学习。环保局副局
长谭金海说，“我们的活动不
仅在于提出有意义的主题，
更重要的是将主题与工作、
生活相联系，这样活动才能
变得鲜活生动，真正吸引职
工来参与。‘环保夜宵’已经
进行了近三年时间，只有贴
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职
工，才不会流于形式。”同时，

近期“环保夜宵”还要安排
区、乡镇环保干部说环保。基
层环保一直是环保工作的难
点和重心，基层干部谈环保，
不仅能加强各级环保部门之
间的交流和对基层环保问题
的深入了解，更重要的是可
以为进一步解决基层环保问
题提供理论依据。

“创新沙龙”是继“环保
夜宵”之后的又一点睛之笔，
是由环保局部分勤学善思
的青年干部自发成立的组
织，围绕环保事业发展的重
点难点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本报济南6月27日讯
(记者 宋磊 通讯员
宋志凌 付小春) 6月

27日上午10时，经过中铁
十局建设者近三年的艰苦
奋战，邯济铁路扩能改造
工程首个区间——— 高唐至
伦镇段建成通车，全线有望
于2013年底前全部建成通
车，届时，济南至聊城、邯郸
也将开通直达的旅客列车。

邯济铁路位于河北省

东南部和山东省西北部，
西连邯长铁路，东接胶济
铁路，并与京广、京九、京
沪三大干线衔接，是山西
中南部地区重要的煤炭外
运通路，也是我国铁路网
东西向主干道之一。然而，
由于单线内燃牵引，其运
能运量一直受限且无法开
通客运功能。

为此，国家将邯济铁
路电气化扩能工程列为

“十一五”规划中的重点工
程，对邯济线自邯郸南站
至晏城北站正线全长232

公里增建二线并进行电气
化改造。

工程完工后，邯济铁
路将开行客运列车13对，
结束邯郸至山东没有直通
铁路客运的历史。与此同
时，作为中间站的聊城北
站，也将开通直达济南，远
期至青岛、烟台的火车。

格相关新闻

邯济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年内建成

济南聊城年底将通旅客列车

格创建学习型党组织

继济铁开通至长沙、武汉高铁之后，7月1日，随着宁杭甬(南京至杭州至宁波)高铁正式开通，济铁又将增开济南(济南

西)至宁波东和杭州东的4对高铁列车，届时，济南至宁波之间只需5小时便可实现高铁直达，济南至杭州最快只需3个半

小时，济南与杭州、宁波等长三角城市进入半日生活圈。

济济南南市市

蚌蚌埠埠市市

合合肥肥市市

南南京京市市

上上海海市市

杭杭州州市市
宁宁波波市市

福福州州市市

京京沪沪高高铁铁

宁杭甬高铁

宁杭甬高铁与京沪高铁示意图
济南至杭州宁波将开4对高铁

7月1日起，宁杭甬两条
高铁将正式开通运营，济南
铁路局将增开济南(济南西)
至宁波东G63/G64次高速
动车组列车，经由京沪、宁
杭甬高铁运行。其中，G63
次 济 南 站 发 车 时 间 为 7 ：
50，12：59到达宁波东站。
G64次 1 3：2 1从宁波东站
发车，1 8 ：2 5 到达济南西
站。

济铁除了开通济南至
宁波高铁外，还将增开济南
西至杭州东G254/G253次、
北京南至宁波东G57/G60
次、宁波东至北京南G58/
G59次等3对高铁列车，皆经
由京沪高铁和宁杭甬高铁

运行。另外，将有天津西至
杭州的G51/G54次等9对高
铁变更运行区间，经由宁杭
甬高铁运行。

据统计，宁杭甬高铁
涉及济南铁路局的G字头
直 通 动 车 组 总 计 达 到 1 3
对。除上述4对新增高铁列
车外，还有北京南至福州
G55/G56次(1对)、北京南
至杭州东G 3 2 - G 3 9次 ( 4
对 )、北京南至杭州G 3 1 /
G40次(1对)、天津西至杭
州东G53/G54次(1对)、天
津西至宁波东G51/G52次
( 1 对 ) 、济 南 西 至 杭 州 东
G61/G62次(1对)等9对高
铁列车。

济南至宁波比过去“短”12小时
宁杭甬高铁开通之后，

从济南至宁杭地区，可以使
京沪高铁在南京与宁杭甬
高铁衔接，不必再转走上海
绕行。

此前，济南至宁波之间
只有一趟K75次列车连通，
历时需要16小时43分钟。宁
杭甬高铁开通后，济南至宁
波之间有了4趟直达的高铁
列车，记者查询12306网站
发现，7月1日开通的济南西
至宁波东的高铁列车，只需
要约5小时就可以从济南到

达宁波，相比于原来的普
通快速列车，省时近1 2个
小时。其他3趟济南至宁波
的高铁用时也都在 5小时
左右。届时，济南至杭州的
高铁最快只需要 3小时2 8
分钟即可到达。这样一来，
旅客清晨在济南逛完大明
湖后，乘坐南下的高铁，中
午即可到达杭州，在西湖
荡舟品茗，下午就可以到达
宁波观海。济南、杭州和宁
波之间将真正进入半日生
活圈。

动车升级高铁，济南至福州更“近”
在济南工作的廖女士

老家在福建，以前每次回
家，廖女士可以乘坐由北
京至福州的D365次列车、
由青岛到福州的K67次列
车和从北京至福州的K45
次普通快速列车。K 6 7次
列车从济南到福州需要历
时 3 3小时 1 1分钟，K45次
列车从济南到福州也得28
小时22分钟，即便是D365
次动车，也得历时1 2个小
时41分钟。

“每次回家，如果买不
到动车车票，就只能坐普

通快速列车在路上晃悠30
多个小时，到家后身心俱
疲。”廖女士感慨地说。得
知 7月 1日调图后，济南要
开行至福州的高铁，廖女
士很开心，“以后可以在9
小时内到家了。”

记者了解到，从7月1
日起，北京至福州的D365
/D 3 6 6次动车将升级为G
字头高铁列车，车次改为
G55/56，经宁杭甬、甬温、
温福高铁运行，从济南至
福州的时间也将缩短至 8
小时4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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