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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莱莱快快客客有有望望刷刷卡卡乘乘车车
记者体验城际快客，两个半小时直达

济莱协作,交通先行。为了方便两地旅客,今年1月1日启动了济南莱芜两地的城际快客。本报济
南、莱芜两地记者联动,同时采访，亲身体验了出城ETC、进城BRT的济莱城际快客。记者了解到,目前,
城际快客每天运送旅客1500人次左右,上座率较开通之初有了较大提升。济莱快客还将安装IC卡设备,
为经常来往的旅客提供车票折扣服务。

本报记者 蒋龙龙 张文娟 陈静

2014年1月1日,济莱城际快客
在济南和莱芜两地同时开通 ,济
南莱芜两地的城际快客实现了

“城际交通公交化,班线客运同城
化”。济莱城际快客全程票价20

元 ,车内可免费无线上网 ,全程3G

视频监控。济莱快客公司的负责
人告诉记者，济莱城际快客平均
30分钟一班，每天共有24班次车
辆。早晨莱芜站发车的时间是6

点，济南站发车的时间是6点25

分，末班车莱芜站发车时间是18

点，济南站发车时间为18点30分。
沿途共设有9个站点，方便乘客上
下行车。

13日，记者从莱芜汽车站出
发，体验了一把出城ETC、进城
BRT的济莱城际快客。城际快客
为高一级豪华班车 ,并有统一的
标识,外观为蓝白两色。登上城际
快客记者看到，客车前窗的左右
两侧各挂有一块站点红色指示
牌，上面写着从莱芜发车和从济
南发车的各个站点；车内右前方
的行李架上安有Wi-Fi信号接收
盒;车内设有投币箱；在司机师傅
的车座后还有一个供乘客喝水的
饮水机。

上午9点40分，这辆载客51人
的豪华大客从莱芜汽车总站出
发，莱芜市区内途径站点火车站
-人民医院-张家洼-口镇。至莱
芜汽车北站时，车已经满员。在途
经站点上车的乘客在莱芜汽车北
站补票点统一进行了补票。“从济

南市区站点上车的乘客可以自动
投币，车里都有监控。”司机李师
傅告诉记者，投币箱现在还只限
济南乘客使用，莱芜市区上车的
乘客都在口镇补票点由工作人员
进行统一补票。

随后城际快客通过ETC(高
速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进
入济莱高速。11点05分左右，快客
通过港沟收费站下高速进入济南

市区，在济南市区内走BRT专用
道。在济南市区,设有全福立交桥
西、工业南路西口、燕山立交桥
东、省立医院东区、奥体中心5个
站点。为方便市民就近坐车，济南
长运公司还联合公交公司在这些
站点设有城际快客站牌。

12时10分,城际快客驶入终点
站济南汽车总站，全程2个半小
时 ,在济南下车人数也以济南汽

车总站为最多。下午1点记者又跟
车返回莱芜，这次司机李师傅却
没有走济南市里。“城际快客在济
南总站就已经满员了，如果再进
市里的话一是不可能再让乘客上
车，二是浪费了车内乘客的时
间。”李师傅说。目前，除了节假日
和春运等客流高峰期，在站点一
般都能坐上车，较为普遍的还是
车等人的情况。

城际快客全程

2个半小时

家住里辛镇的魏先生告诉
记者，由于女儿在济南上班，他
经常和老伴去济南看望女儿一
家。由于老伴在济南容易转向，
所以以前老伴单独去济南的时
候不得不乘坐黑出租。“说心里
话我是真不愿坐黑出租，那些司
机为了多挣点钱在路上玩命地
跑，我每次坐黑出租都心惊胆战
地。现在客车便宜了，也能就近
下车，这样都把我们打车的钱省
出来了，差不多的价格当然是选
坐着舒服、心里踏实的了。”秦女
士笑呵呵地说。

在济南高新区打工的小王
是莱芜市莱城区人 ,开通城际快
客前 ,每次回家只能乘坐黑车。

“每次打个电话 ,就能订到车。黑
车上门来接 ,送到家门口。”乘坐
黑车回家,最多两个小时。

城际快客开通前 ,小王想要
乘坐长途车回家的话 ,首先要乘
坐近一个小时的公交车赶到长途
汽车站 ,乘坐两个半小时的班车
到莱芜汽车站后 ,再打车回家。

“从出门到回到家 ,需要用将近4

个小时的时间。”小王告诉记者 ,

乘坐长途班车要花38元 ,而黑车
只需要30元至35元。“所以很多人
都是直接坐黑车到莱芜,方便。”

城际快客开通后 ,小王可直
接从省立医院东院乘坐快客 ,到
莱芜人民医院附近下车,共花2个
小时 ,而且票价为20元 ,比黑车便
宜了10块钱左右。据莱芜交运集
团长途客运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 ,快客开通后 ,“客流量比
原先至少提高了一倍 ,每天能有
800人次左右 ,从莱芜乘坐班车到
济南。”

不再搭黑车,省钱又省心

本报记者 张文娟 陈静

为切实方便莱芜市民
乘车，1月2日起，济莱快客
公司就在莱芜市钢城区增
加了4辆城际快客。“我们在
莱钢增加了4辆城际快客，
来回共八个班次。”莱芜长
运的马科长说，这些快客也
全部在莱芜汽车站停车上
客。

据了解，从莱芜钢城区
发车的两辆客车由单身公
寓始发，经过钢城区汽车
站、颜庄补票点进入莱芜汽
车站。钢城区发车时间分别
为:6点、8点30分、11点30分、
13点30分，共四个班次。济
南至莱钢的发车时间分别
为6点25分、9点25分、12点25

分、14点20分，共四个班次。

钢城区也通

济莱快客
票价为25元

>>相关链接

本报记者 孟 燕 穆静
见习记者 王红星

“坐着公交车融入省
城”成为齐河的形象写照 ,

2012年4月29日,全省首条
跨行政区划的公交线———
济齐公交开通,目前有K904

路、K906路两条营运线路 ,

由济南市长途客运中心发
往齐河公交停车场,单程在
45公里,设20多站,分段收费,

票价最高6元 ,单程时间70

分钟左右。济齐公交运营
不到两年 ,每年运送乘客
240万人次,济齐两地人才、
技术、资金要素的流动也
随之加快。

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和
济莱协作区战略提出后,莱
芜、德州、聊城、泰安等省
会周边城市都积极融入,同
城效应显现。1月1日 ,济莱
城际快客正式开通,票价20

元,迈出了济莱城际交通公
交化、济莱班线客运同城
化的一步。那么，济莱能否
像济齐那样开通公交车
呢？

和城际快客不同,城际
公交的票价更低,更倾向于

“公交化”运营。“企业自负
盈亏 ,目前处于亏损的境
地。”济齐公交公司总经理
马卫东坦言,作为城际公交,

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不能
太长 ,还要在沿线设置站
台 、站 牌 等 。“ 我 们 使 用
LNG车辆 ,每辆车价格在
42 . 5万元,加上各种成本,每
年亏损80万元左右。”

有业内人士分析,对于
省会城市群经济圈来说,泰
安到济南的距离在70公里
左右 ,聊城到济南在110公
里左右 ,德州到济南也在
110公里左右,莱芜到济南70

公里左右,突破交通瓶颈首
选应该是城际轨道交通。

“跨市城际公交的模式或
不可复制 ,距离太长、时间
太久,中间设站点也很不方
便。城际快客可以一站直
达有一定优势,但价格较高,

最具优势的还是城轨。”

>>济莱能否通公交？

城际公交不可复制

城轨更具优势

据莱芜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 ,班车上将要安装IC卡装备 ,

多次来往济莱的乘客,有望打折。
目前 ,莱芜市内共有城乡公

交和城市公交两种 ,两种公交卡
不能通用。“今年 ,莱芜市交通局
将采取措施 ,力争实现两种公交
卡的通用。”通用后 ,公交卡有望
在快客班车上使用。“完全实现
后 ,莱芜居民可以一张卡从莱芜
的农村到济南。”

记者从济南市交通局和莱芜
交通局获悉 ,虽然两城力争实现
公交卡通用 ,因平台并不统一 ,还
有着技术屏障。目前,双方正在研
究解决 ,实现公交卡通用。“通用
后 ,济南人拿着公交卡 ,便可以乘
坐快客到莱芜 ,然后再经莱芜公
交到莱芜城区和农村 ,真正实现
双城自由行。”莱芜市交通局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

一张IC卡将能自由行济莱

乘客下车后拿行李。 记者 陈静 摄

魏先生乘坐济莱快客去济南看女儿，他说现在乘车又方便又省钱。
记者 陈静 摄

乘客从市医院站下车。 记者 陈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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