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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通勤勤定定制制公公交交线线路路再再推推88条条
每乘次票价6元或8元，市民可网上“下单”

本报12月8日讯 (记者
孟燕 通讯员 赵东云 ) 继
11月11日济南市首条通勤定
制公交“领秀城—齐鲁软件
园”线正式开通后，记者从济
南 市 公 交 总 公 司 获 悉 ，8 条

“温情1+ 1”通勤定制公交线
路将于 1 2月 9日进行上线公
示并招募乘客。这8条线路单

程均在 1 5公里以内，每乘次
票价6元或8元。

济南公交相关负责人介
绍，这 8条定制公交线路主要
是为满足不同乘客需求，方便市
民出行，缓解早晚出行高峰拥堵
现象，倡导绿色、环保出行，同时
方便家长接送学生。市民可以登
录济南定制公交信息服务平台

查询报名。济南定制公交信息服
务平台网址为：www.jnyry.cn
(“玩遍济南”旅游网———“定
制公交”板块“拟开通线路板
块”)，也可拨打全国统一客
服电话0531-87969200进行
查询、预订。

据介绍，8条线路拟开通时
间均为2014年1月2日，提供45

座旅游大巴和20座中巴两种车
型，一人一座，一站直达或快速
到达。票价上，45座每人每乘
次6元，全月预订每人每乘次
5元；20座每人每乘次8元，全
月预订每人每乘次7元。以上
线路既可预订双程往返，也
可预订单程。以全月预订和双
程往返预订优先。

本报记者 孟燕

这次新推出的 8条定制公交
线路命名为“温情1+1”，开往省城
学区，服务于中小学生上学、放
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亲子
车”或豪华版的学生车。

记者注意到，这8条定制公交
线路中有4条终点为雅居园小区，
两条终点为汇都大酒店，1条为大
观园南门，1条为胜利大街。而雅居
园小区附近有山师附小雅居园校区，
汇都大酒店附近有经五路小学，大观
园南门附近有纬二路小学，胜利大街
附近有胜利大街小学。

负责定制公交的济南公交旅
游公司相关负责人坦言，这8条定
制公交线路之所以命名为“温情1
+1”，就是考虑“家长+孩子”的意
思。“学校周边都是堵点，开通定
制公交主要是号召家长们放下小
汽车，减少拥堵，绿色环保。”

该负责人表示，这8条定制公
交鼓励家长陪同孩子乘坐，同时
根据定制公交15公里内6元或8元
的票价标准，孩子的收费也是每
乘次6元或8元。市民张先生说，如
果是“1+1”的模式，意味着单程两
个人需要 1 2或 1 4元，每天往返则
需要 2 4或 2 8元，这和私家车或者
出租车相比优势不大。

“孩子单独乘坐比较划算，如
果这样的话，定制公交就和校车
打了‘擦边球’。”张先生表示。

“温情1+1”

指家长和孩子

上上下下班班每每天天7700分分钟钟在在路路上上
调查显示，私家车迅速增加，公共交通难尽如人意

本报12月8日讯 (记者 喻雯 )
7日至 8日，济南市综合交通体

系规划初期成果专家咨询会在济
召开。专家建言，将铁路系统纳入
到城市交通体系当中。

据了解，济南市综合交通体
系规划编制今年 5月启动，9月份
组织了全市综合交通大型调查活
动。在此基础上，以中国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为首的编制团队完成
了济南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初期
成果。为使成果更加科学完善，7

日，济南市规划局举办了初期成
果专家咨询会。中国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院长李晓江等 8位国内
知名城市交通规划专家获邀参与
咨询会。

会上，济南市规划院汇报了
综合交通调查成果分析结果，中
规院汇报了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初
期成果。初期成果提出了重塑区
域交通格局、重组“交通引导”空
间、重构泉城特色交通三个原则。
编制组认为，城市空间拓展和交
通发展是紧密相关的，济南的尺
度，旧城区半径是15公里，到中心
区半径达到30公里，对城市来讲，
什么样的距离就应提供相应的交
通服务标准，如果没有实现的话，
城市功能是很难培育提升的。

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初期成果完成

这几天持续的雾霾天气，让市民对出行尤其是绿色出行
的问题又关注了起来。另一方面，居民机动化出行比例显著
提高，说明治理雾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7日和8日召开的
济南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初期成果专家咨询会上，济南市综
合交通调查(2013年)披露的一组数字让人很震惊。

济南市综合交通调查(2013
年)显示，正常工作日内，济南市
居民的出行方式结构中，步行占
26 . 6%，自行车(含电动自行车)
占30 . 6%，公交车占18 . 4%，私
人 小 汽 车 占 1 5 . 5 % ，其 他 为
8 . 9%。居民主要的交通出行方
式依然为步行和自行车，占到了
57 . 2%，与2004年相比降低了
13 . 3%，居民机动化出行比例显

著提高。
与此相对应的是，济南汽车

发展呈现高速度增长、高密度集
中、高强度使用的特征。截至2013
年 5月份，济南汽车保有量为
112.2万辆，中心城区以4%的用地
规模承载了74%的汽车保有量。

报告还指出，济南市小汽车
年均行驶里程达1 . 4万公里，大
约是伦敦的1 . 4倍、东京的2倍。

中心城区汽车扎堆

上述种种原因造成市民
对步行和自行车交通满意度
低。报告指出，83%的流动人口
对济南的步行、自行车环境不
满意，一致认为车辆杂乱、不
礼让斑马线、过街不安全和人
行道、自行车道空间不足是影
响步行和自行车出行环境的
重要因素。

有60%的流动人口指出，公
共交通运营的不准点、公交线路

较少以及舒适性差是导致公交
出行不便的主要原因。

此外，市民对停车管理的不
满意度高达64%，说明相关工作
也亟须加强管理和规范。

在咨询会上，专家普遍赞成
强化绿色交通理念，肯定了将铁
路系统纳入城市交通体系当中，
不仅作为对外交通，还应成为整
个城市综合交通网络当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

车辆杂乱影响出行

相关新闻

本报记者 葛亮 喻雯

居民平均出行时耗近年来明显增长（单位：分钟）

汽车与摩托车数量呈现“一增一降”趋势（单位：辆）
图表来自调查报告

私家车的迅速增加，让市民
花在上下班路上的时间增加了不
少。报告指出，济南居民职住分离
现象越来越严重，通勤出行时耗超
过30分钟。与2004年相比，居民平
均出行时耗延长了7分钟，上下班
通勤出行时耗超过30分钟界限，分
别达到33.8分钟与36.9分钟。

与此同时，公共交通的发展
却不令人满意。“在各出行方式

中，公共交通的平均出行距离与
私人小汽车交通相当，所耗时间
却高出34%。”报告指出，公交车
平均出行距离13 . 7公里，平均
出行时耗高达48 . 2分钟，而私
人小汽车平均出行距离13公里，
时耗仅为36 . 1分钟。显而易见，
公共交通的竞争力明显低于小
汽车，需不断加大公交优先力
度，提高公交运行效率。

公交运行效率不高

附表：8条“温情1+1”通勤定制公交线路

线路 起止点 单程长度 乘车时间 预计到达时间 途经路段 经停站点

一号线
济钢南门—雅居

园小区
9公里 6：58、16：30 8：00、18：10 工业北路、工业南路、崇华路

工业北路路口、殷陈北、小鸭集

团

二号线
全福立交桥南—

雅居园小区
10公里 6：40、16：30 8：00、18：20

二环东路、花园路、花园东路、

奥体中路、新泺大街、崇华路
七里堡、七里河北口、辛祝路

三号线
山师北门—雅居

园小区
13公里 6：55、16：30 8：00、18：15

文化东路、山大路、经十路、二

环东路、山大南路、工业南路、

崇华路

经济学院、燕山立交桥北、百花

小区、七里河南口、化纤厂路口

四号线
上海花园—雅居

园小区
8公里 6：50、16：30 8：00、18：00

东晨大街、祝甸路、西周南路、

花园东路、奥体中路、康虹路、

颖秀路、新泺大街、崇华路

新东方花园

五号线
伟东新都—汇都

大酒店
10公里 6：50、16：10 7：30、17：00

玉函路、六里山南路、英雄山

路、纬二路、经六路
军转干部中心

六号线
卧龙花园—汇都

大酒店
7公里 6：50、16：10 7：30、17：00

郎茂山路、建设路、经十路、纬

二路、经六路
城建宾馆

七号线
腊山立交桥—大

观园南门
8公里 6：50、16：10 7：30、17：00 经十路、纬十二路、经五路 儿童医院

八号线
东山路—胜利大

街
8公里 7：00、16：10 7：30、17：00

旅游路、历阳大街、舜耕路、舜
玉路、玉函路、经十路、胜利大
街

银丰大厦、省委二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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