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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都会

东东部部1100小小区区将将采采用用高高温温水水供供暖暖
棋盘、佛山苑两个片区今冬有望集中供暖

让“死路”活起来
看看济南治堵这些新招儿

4月20日，在青岛开往北京南的G196次高铁列车上，青岛旅客王女
士在高铁上享用40元的把子肉套餐。当日，青岛高铁“中央厨房”推出了
最新的把子肉营养套餐。

4月20日是青岛高铁“中央厨房”投入运营一周年的日子，其生产的
高铁营养套餐率先在全路局获得“QS”认证，一年的时间里，高铁营养
套餐产量突破100万盒。 本报记者 宋磊 摄

高铁上也能

吃到把子肉

本报4月20日讯(记者 蒋龙
龙 实习生 吴亚男 ) 20日，
记者从济南市政公用部门二环
西路南延工程项目部获悉，腊山
立交桥至腊山分洪道段管线施
工完成约九成，预计5月初两侧
施工路段可恢复通行。

近日，记者来到腊山立交

桥下桥口道路两侧，看到施工
方正在加紧进行管线铺设。据
施工方负责人介绍，正在进行
的是二环西路南延一期工程，
从腊山立交桥下至腊山分洪
道段正进行地下管线铺设，主
要集中在道路两侧。

据介绍，目前一期工程的

约600米段管线已铺设完成约
9 0 % ，预 计 几 天 内 将 全 部 完
成。经过一段养护期，腊山立
交桥至腊山分洪道段两侧道
路5月初便可恢复通行。不过，
道路中间车道将进行高架施
工，待高架完工后，道路将再
统一修整。

腊腊山山立立交交桥桥至至腊腊山山分分洪洪道道55月月初初恢恢复复通通行行

本报4月20日讯(记者 蒋龙
龙 实习生 丁少英 史心楠)

20日，记者从济南热力公司获
悉，济南热力公司正对高新区的
12条主要道路进行高温水管网施
工。完工后，东部十余个高新区大
型住宅小区有望享受高温水管网
供热。另外，棋盘、佛山苑片区今
冬有望供暖，目前正在进行换热
站选址和前期建设工作。

20日，济南热力公司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今年2月27日开
始，济南热力对高新区12条主要
道路进行管网节能改造，施工路
段涵盖涵源大街、奥体中路、舜
华北路、天辰大街、凤凰路、颖秀
路、崇华路、开拓路、小汉峪沟、
舜华路、伯乐路、浪潮路、舜凤
路、工业南路、舜华西路、新泺大
街等路段，全长约10公里。管线

辐射的十余个高新区大型住宅
小区有望享受高温水管网供热。

目前，舜华路至凤凰路1500
米路段已施工完成，舜华路至崇
华路正进行沟槽回填。预计9月
底前12条道路管网施工将全部
完成。

据该负责人介绍，高新区实
施“汽改水”节能改造工程完成
后将大大提高水网运行的安全
性和稳定性，减少热损耗。蒸汽
管网供热运行过程中由于采暖
用户供热负荷不稳定等情况造
成蒸汽管网负荷波动较大，易
在管道内积聚凝结水，形成水
冲击，产生安全隐患。而高温
热水管网能够保证供热用户的
连续稳定供热，可以通过关断
阀、调节阀等对整个管网进行
控制与调节，大大提高了整个

管网的安全系数，具有蒸汽管
网 无 法 企 及 的 节 能 优 点 。同
时，热水管网减少热耗，达到
10%的节能效果，相当于置换
出一成供热能力，可用于提高
周边小区的供热质量或满足其
他小区的供热需求。

20日，记者还获悉，今年济
南热力也将着力解决部分城中
心”供暖孤岛“的供暖问题。“棋
盘、佛山苑片区今冬有望供暖，
目前正在进行换热站选址和前
期建设工作。”济南热力公司开
发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去年，小区就曾因换热站无
法建设而不能供暖。如果换热站
选址和建设工作进展顺利，居委
会就可以组织居民申请开户，一
切顺利的话，棋盘、佛山苑两个
片区今冬就能加入集中供暖。

本报4月20日讯(记者 喻雯
实习生 陈淑毓 韩清)

20日，第三十届齐鲁春季房展闭
幕。三天展会期间，50多个名盘
推出的参展产品类型创下了历
次展会纪录，万余名市民加入齐
鲁晚报购房俱乐部。

此次展会汇聚了三十余省内
外实力品牌房企的楼盘项目50余
个。“此次展会是我们为项目前期
认筹增加人气最好的机会。”采访
中，万科新里程等新入市项目负责
人坦言，他们的楼盘计划在二季度
开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尤其
是购房者观望情绪较重的情况下，
如何抢夺更多的有效客户成为不

少房企最大的目的。三天展会期
间，借助多种互动活动，多个项目
积攒的“高人气”让不少房企尝到
了实在的“甜头”。

本届展会除了“多盘联动”
格局，参展项目产品类型丰富也
创下历次展会纪录，涵盖了50-
90平米的刚需产品、120-160平
米的改善产品，以及160平米以
上的大平层、复式豪宅。

三天时间，齐鲁晚报购房俱
乐部吸引了一万多名市民参与。
通过对这些潜在购买力的调查
发现，除了刚需、改善型需求的
房源是主力外，重汽地产打造的
海南养生楼盘、威海日照等海景

房也成了不少中老年人关注的
新热点，不少人都表达了强烈的
购买意向。

在“金三月”成色不足的环
境下，多家参展的房企负责人坦
言，此次展会成了他们卖房的最
佳平台，不少购房者对本次展会
推出的活动都很认可，为成交做
好了“预热”。

此外，展会互动活动也吸引
了广大市民。持购房优惠券的读
者可在房展各参展楼盘展位收
集印章，集齐15枚即可参加最终
抽奖环节，并有机会获得价值
300元精美礼品一份。此项活动
吸引了8000多市民参与。

齐鲁春季房展昨日闭幕

万万余余市市民民加加入入本本报报购购房房俱俱乐乐部部

可变车道：路未宽，车顺了
“以前早晚高峰，在这个

路口左转至少要等两个信号
灯，有了可变车道就大不一样
了。”市民吴先生每天上班都
要在经十路历山路路口左转，
以往，动辄数十辆等待左转的
车让他很无奈。

“左转弯信号经常是灯灭
了又亮，亮了又灭，但车还是
拐不过去。”吴先生说，2012

年，交警在路口设置了可变车
道，实现了两个车道可供左
转，至少等两个信号灯才能左
转的事情他就再也没碰到过。

如今，逆向可变车道已遍
布经十路各主要路口，从八一
立交到燕山立交将近6公里路
段上，交警部门就设置了5处
逆向可变左转车道。

动辄数十辆车等待转弯的
压力，从一个车道分散到两个
车道上，道路资源没有增加，但
路口的拥堵大为缓解。济南交
警的这一做法，在全国属于首
创。交警部门统计，逆向可变车
道设置后，在每个信号周期内，
至少可以多走10辆车。

在设置逆向可变左转车
道的同时，济南交警还在舜华
路南段、舜耕路口、阳光新路
路口、旅游路与二环东路路
口、建设路等路段设置潮汐可
变车道，按照路段的交通流量
规律，交警会适时调整潮汐车
道的行驶规则，早晚高峰和特
定时段，引导车辆在反向车道
行驶，缓解了相关路段的交通
压力。

本报记者 王兴飞 张泰来

高峰期轻微事故快处快赔交警、保险员不到现场，机
非隔离停车场、可变车道、小区微循环……为了缓解道路
拥堵，让道路更通畅，自2012年开始的三年治堵规划中，
济南交警新招频出，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微循环：疏通交通毛细管网
作为从老城区发展起来

的核新商业圈，万达广场附近
的交通拥堵情况一度较为严
重，成为电话报堵次数较多的
路段之一。

经过前期的调研和交通流
量分析，济南交警以万达广场
为核心，对馆驿街以南经六路
以北、纬一路以东至顺河西街
的区域集中开展微循环改造。

增设机非隔离护栏、划设
道路单行线、打通断头路，根
据交通流量规律，合理将经四
路中间分道栏整体南移，为东
西向交通增设一条车道以减
少拥堵。万达广场所在的魏家
庄办事处成为市区范围内微
循环改造无缝覆盖的第一个

办事处。
改造中，市中交警相关负

责人表示，主干道畅通、干支
路不通这一“哑铃式”路网结
构造成交通压力无从消解，而
畅通微循环就是破解这一难
题的有效方法。

微循环改造中，交警部门
也着力解决区域内的无序停
车难题，仅万达片区通过微循
环改造就增加停车泊位400多
个。

从两年前开始，济南交警
已对齐鲁医院周边、司里街社
区、洪家楼社区、玉函小区、万
达片区等117处区域完成微循
环改造，济南交通的毛细血管
网正日益畅通。

轻微事故“自助”降堵三成
济南交警分析，四成道

路拥堵由轻微事故造成。为
了减少拥堵，早在2008年轻
微事故快处的政策就已出
台，但由于传统的理赔政策
致使驾驶员事故后仍霸道等
待理赔，快处快赔的执行效
果不甚乐观。

济南交警大胆创新，在今
年的4月1日出台快处快赔新
规，明确规定在早晚高峰期发

生在市区损失在5000元以下
的轻微交通事故，交警和保险
员不再到现场，在对车前车后
以及碰撞部位拍摄三张照片
后，必须撤离现场，对于符合
快处条件而拒不撤离的车予
以拖车、罚款的处罚。

新规实施15天，济南市轻
微事故快处率一直保持在
95 . 87%，同时，济南市区高峰
期拥堵报警同比降了三成。

机非隔离停车场实现“双赢”
因为缺乏停车位，大量的

车辆停放在道路两侧，占据了
原有的通行空间，慢行交通被
大量蚕食。

治堵第一年，济南市交警
开始对经十路进行禁停试验，
这也标志着济南市主干道禁
停工作开始。此后，禁停主干
道从经十路扩大到“四纵四
横”29条主干道。这些道路上，
非机动车和行人正越来越多
参与到交通中来，属于85%的
交通参与者的慢行路权逐渐
开始回归。

除了主干道禁停，济南交
警同时也探讨出一条既保障

慢行路权，又合理解决路边停
车难题的新路子。近期，在槐
荫区经四路延长线的机动车
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槐荫交
警规划出了一排停车位，在这
条长约750米的道路两侧增加
了187个停车位。

“不仅多出了180多个停
车位，而且在客观上实现了机
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的物理
隔离，一举两得。”槐荫交警大
队副大队长张晓林说，这样的
停车场充分挖掘了道路资源，
下一步交警部门将在市区其
他符合条件的道路上把这样
的做法推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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