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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汉峪峪片片区区年年前前将将有有公公交交到到市市区区
交通运输局来本报接听热线，公交出行成市民关注热点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孟燕）
13日，为方便桑梓店镇等片区居民出
行，济南公交K135路、K143路正式开
线。K135路由鑫茂齐鲁科技城开往大
桥镇政府，K143路由鑫茂齐鲁科技城
开往动物园。这样，省城北跨黄河的公
交线路再添两条，达到5条。

新开两条公交线

出行省钱又方便

13日上午，家住德州齐河表白寺镇
的王加东提早了半个多小时，来到开线
仪式现场。看到即将开通的K135路、
K143路4辆新公交车，王加东按捺不住
兴奋的心情，围着车辆饶了好几圈。

“可把公交车盼来了。”王加东感
慨，他在济南动物园附近打工，此前早
晨5点半就要从表白寺镇出发，骑着摩
托车行驶10公里到桑梓店镇。然后再
从桑梓店坐K904，花4块钱到动物园。

王加东说，如果从家里去动物
园，打黑车要10块钱，一辆车里通常

挤上八九个人，而此前骑摩托车去
要用一个半小时。“之前骑摩托车一
天来回就3个小时，冬天太冷，真受不
了。俺们村有几百人都在外打工，每天
就这么‘折腾’。”

K143路开通后，王加东可以在始
发站坐上车，直达动物园，每天能省4

块钱。济南公交相关负责人介绍，
K143路单程70分钟，配车10部，日班次
80个，高峰期15——— 20分钟一班；K135

路单程35分钟，配车6部，日班次62个，
高峰期20分钟一班。“继2007年开通了
130路、2009年开通了89、89支线，加上
这次的两条，北跨黄河的线路已经达
到5条。”

10点多，两条线路4辆首班车开
出，济南公交总公司邀请附近居民免
费乘坐。桑梓店镇北王堂村的杨金福
坐在首班车上招手，此前他要先骑
2 0多分钟的电瓶车到镇上，把电瓶
车停放在马路边上的看车棚，然后
等着搭乘齐河到济南的短途客车进
城。“以后又方便又便宜了。”

“跨河”公交开通

助力“北跨”发展

记者了解到，随着济南市北跨战
略的实施，以鑫茂齐鲁科技城为代表
的产业集群发展迅速，吸纳的就业人
员日益增多。此前公交少，给上班的人
带来了很多不便。

天桥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桑梓店
镇、大桥镇是天桥区两个重要的乡镇，
K135路线的开通，为两镇搭建了沟通交
流的桥梁和纽带。而K143路线的开通，
加强了桑梓店镇、新材料产业园区驻地
企业与市区的沟通联系，极大方便了沿
线居民出行，助力了区域经济发展。“公
交的开通拉近了市区与济北地区的距
离，为‘北跨’提供了有力的交通支撑。”

据介绍，济南市将完善跨黄河交
通设施建设，规划建设长清黄河大桥、
济齐黄河大桥等跨河设施，大力发展
快黄河公共交通，增加公交线路和发
车密度，适时纳入城市公交系统。

““跨跨河河””公公交交再再添添两两条条
昨起K135路、K143路开通，跨黄河公交线达到5条

市民董先生反映，在走斑马线的过
程中，部分公交车经常穿过斑马线，而且
几辆车前后距离太近，行人只能在几辆
公交车之间来回穿梭。济南市交通运输
局巡视员、新闻发言人高铠表示，市交通
运输局正在推广“文明行车，公交出租率

先礼让斑马线”的活动，增强员工文明行
车的意识。

董先生说，现在英雄山路特别是六
里山南路西口的斑马线很多，每到市民
穿越斑马线的时候，相当一部分公交车
不仅不提前停车，而且两辆公交车之间
的距离实在太近，让行人过不去。

公交车、出租车礼让斑马线的问题
虽小，却是反映公共交通行业员工素质
的一面镜子，也是折射一个城市文明程
度的窗口。高铠称，济南市交通运输局已
经发现了公交车、出租车不礼让斑马线
的问题，现在交通运输局正在开展一个

“文明行车，公交出租率先礼让斑马线”
的活动，对驾驶员进行教育培训，增强他
们文明行车的意识。

高铠同时提醒市民，斑马线并不是
一个安全岛，汽车在正常行驶中都有一
个惯性，刹车并非马上就停，因为公交车
后面还会跟着不止一辆车。尽管行人此
时在斑马线上，有时候贸然穿行仍然很
危险。他说，现在交通运输局要求公交司
机在右转弯的时候，要注意行人，公交车
可以选择转弯，但是在斑马线这个地方，
如果有行人穿行通过，司机应该马上停
住车，先让行人走。

不少市民都很关心打车难的问

题。济南市客管中心主任崔冰表示，
解决打车难将从解决部分特殊人群
的打车难开始。接热线过程中，崔冰
透露，专门为残疾人群体打车服务的
5 辆 无 障 碍 出 租 车 目 前 已 有 两 辆 到
济。

崔冰说，这两辆无障碍出租目前正
在办理挂牌等手续，本月25日前后，其余

3辆也将到达济南。如果一切顺利，无障
碍出租将有望本月底上路，为残疾人群
体服务。

据崔冰介绍，无障碍出租作为出
租车的一种，将率先通过预约的形式
为市民服务。如果试行情况满意，未
来老年人、孕妇等特殊群体都将有机
会拥有专属的预约出租车服务。

在接听热线中，有市民反映，有时好
几辆公交车同时进站，前面的公交车占
着车位，后面的车不开门，导致不少市民

赶不上前面的公交车。巡视员高铠称，为
了保证市民乘车安全，公交公司规定，尚
未进站的公交车不能开门。

该市民称，有时有好几辆公交车先
后进入公交站，前面几辆车停下了占着
车道，导致后面的车没法走。结果最后的
车还没有完全进站，前面的车就走了。他
认为，如果离得车站不是很远，后面的车
应该开门让市民上下，不要等到进站再
开门。该市民同时建议，在同一车站，前

车到站后应尽量往前停，给后面的车留
出一些空间。

巡视员高铠称，公交公司有规定，公
交车进站以后才能开门让乘客上下车，
这也是为了保证市民乘车安全。“等车的
乘客一般都在车站那边等，如果在后面
上下车，有一些乘客会急匆匆地往前跑，
这样同样会带来问题。”

本报见习记者 刘飞跃
本报记者 万兵

市民反映：公交车都停了，门咋还不开

尚未进站的公交车不能开门

市民反映：残疾人打车难

无障碍出租本月底有望上路

市民反映：部分公交过斑马线不避让行人

礼让斑马线，公交出租当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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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争
相乘坐免费首
班车。
本报记者

孟燕 摄

K143路由鑫茂齐鲁科技
城开往动物园，沿梓东大道
向北，鑫源大道向西、舜兴路
向南、308国道向东、梓东大
道向南、建邦大桥向南，二环
北路向东、无影山北路向南、泺
安路向东、济泺路向南至动物
园。沿途设置鑫茂齐鲁科技城、
周闫村、新材料产业园区管委
会、安庄村、赛邦石化、新材料
交易中心、建邦集团、裕兴化
工、桑梓店镇政府西、桑梓店
镇政府南、桑梓店村、仓上

村、桑梓店镇丁庄村、建邦黄
河大桥北、建邦黄河大桥南、
新徐、丁庄村、太平庄、天桥
工业开发区、药山公园、小鲁
家庄、山东泺口旧车市场、无
影山北路北段、泺安路西口、
太平洋小区、泺安路、大坝、
泺口服装城、动物园等29个
站点，线路全长16 . 5公里。发
车时间为6:30—19:00，双向对
发，票价2元。

本报记者 孟燕 通讯
员 赵东云

相关链接

K135路由鑫茂齐鲁科技
城开往大桥镇政府，沿梓东
大道向南，308国道向东至大
桥镇政府。沿途设置鑫茂齐
鲁科技城、济南新材料产业
园区、桑梓店镇政府北、桑梓
店镇政府东、怀庄村、三官庙

村、老寨村西、老寨村东、小
寨村、三教村、大庄村、大桥
工业园、大吴村、大刘村、甜
水新村、马家店北、大桥镇政
府等17个站点，线路全长12公
里。发车时间6:30—19:00，双
向对发，票价2元。

K135路公交沿途站点

K143路公交沿途站点

年底前再新开9条公交线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孟燕） 13日，在K135路、
K143路开线仪式上，济南公交相关负责人透露，为方便
市民出行，年底前还将新开9条公交线路，包括唐冶、长
清、龙奥等区域。

“计划下周开通建大新校到省立医院东院的公交线
路。12月初计划开通唐冶的3条公交线路，包括从唐冶到
洪楼、诺贝尔城，以及唐冶内部的一条社区公交。”济南
公交相关负责人表示。

另外，长清也纳入了此次新开线的区域。作为长清
大学科技园10所高校之一的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目前仍是公交盲点。而此次将在长清大学城内开通
一条社区公交，将幼儿师范纳入公交范围。

“除了今天开通北跨的两条，预计年底前还将再开9

条新线，填补公交空白。等条件成熟将陆续开通，方便市
民出行。”该负责人表示。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万兵 见习记者 刘飞跃）
新建小区公交线路能否多加几
条？啥时候高峰时段打车也能
变容易?……13日上午10:30，
济南市交通运输局来本报接听
热线，对市民有关城市交通方
面的问题进行现场答疑解惑。
济南市公交总公司相关负责人
透露，年前汉峪片区就将开通
进市里的公交车。

“从泉城广场到龙奥大厦
很不方便，还得倒车。”一位市
民打来电话反映，济南的东部
和南部都有很多新建小区，公
交线路却很少，半天等不来一
辆公交，而如果要从二环东到
二环南，则更加麻烦，一般需要
先在市里绕一大圈。该市民希
望能够增加一些线路，方便居
民出行。

对此，济南市公交总公司
工作人员回应，目前东部已经
做了一些规划，比如将从汉峪
片区、舜华南路片区开辟到市
里的公交线路。“可能开到浆水
泉路、燕山立交桥等地。”该工
作人员称，这些线路目前尚在
规划中，具体配备的车辆数目
将根据客流情况确定。但可以
肯定的是，年底前汉峪片区就
有公交通到市里了。

不光是新建小区，在一些
相对偏远的村庄里，市民也希
望出行能更方便。家住草山岭
一带的市民孙先生就反映，现
在开往南部山区的326路公交
走经十一路、旅游路一带，并不
进入村庄。由于出行非常不方
便，孙先生希望326路能改一下
路线。

对此，济南市公交总公司
营运部副部长袁世军表示，会
安排工作人员到实地考察后再
做规划。袁世军介绍，的确有不
少市民对郊区线路提出个性化
的要求。但从实际情况看，部分
村庄道路其实并不具备公交车
通行条件，而且随意改道可能
影响其他一些客流量较大的村
庄。因此对于这种情况，公交总
公司将进行现场路况、客源的
考察，之后再做决定。

此外，也有市民希望在现
有情况下，出行能更加便利。比
如有家住领秀城的市民提出去
往泉城广场的公交车太少，不
够方便。对此，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目前已经有39路公交车可
达泉城广场，因此暂时不会再
开辟新的线路。其他一些地方，
如果经过一次倒车可达目的
地，一般也暂不会开辟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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