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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九成“火车团”转济南，现在开通始发车

列列车车调调图图给给旅旅游游发发展展带带来来新新机机遇遇
一提这次的铁路调图，聊城的旅行社老总们几乎个个知道。“这么便利的条件，我们肯定要研

究，推出相应的新线路”。他们纷纷表示，聊城火车站新增始发车及可直达城市的增加，给整个旅游
市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本报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王玉美

聊城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
王博告诉记者，目前有不少火
车团，比如去往江西、厦门、桂
林、华东、云南、桂林、张家界、
黄山、北京等地。铁路部门也不
时开行一些旅游专列。但因为
此前去往这些城市的火车比较
少，大都要先到济南。

“大概95%左右的火车团要
先到济南。”另外一家旅行社的
总经理刘宝平给出了这样一个
比例。他说，对这次调图的消息

他非常关注，因为一直以来，因
为聊城的火车线路比较少，没
有始发车，要发出的火车团都
要先到济南，和济南的客人一
起再组团，增加了成本，非常不
方便。

水城另外一家旅行社的张
经理表示，和汽车、飞机相比，
火车票便宜，而且比较安全。他
最近一直在关注和研究聊城的
这次火车调图。“到济南、东营
都有始发车，这是很大的便利

条件”，他说，这就意味着能最
大限度地满足在聊城乘车的乘
客要求，购买团体票也应该比
较容易，就算要中转到济南，聊
城到济南这一段也可以直接乘
坐火车，在享受低票价的同时，
减少中转和换乘时间。另一方
面，调图后，聊城至青岛、西安、
昆明、黄山、桂林、成都这么多
的旅游城市都可以直通火车，
更是给火车旅游带来更大的空
间和选择。

【现状】95%的“火车团”须先到济南

谈到应对列车调图、增加班
次的利好，不少旅行社纷纷表
示：一定会研究，开发推出适当
的线路。至于推出什么线路、什
么时候推，他们则表示，这要做
相应的市场调研，根据市场需
要。

“大家可能不相信，其实聊
城很多人从来没坐过火车。”刘
宝平笑称，这可能是因为之前车
次少，乘坐不方便的原因。调图
后，新增了车次，让乘坐火车出
行更加便利，就提供了让这些没
坐过火车的人来体验的一个市
场。“所以一方面我们就可以推
出火车体验游”，他说，另外一方

面，根据火车的特点，更适合推
出长线游，比如做短线，汽车可
以到旅客的家里或者指定的几
乎任何地点去接，但火车不可
以，乘坐汽车，差一两个人没关
系，可以开车去接，但是火车不
可以，大家要一起进站、检票、上
车，要有一个比较繁琐的过程，
做短线的话没有优势，只有做长
线游。

和汽车、飞机相比，火车具
有受雨、雪、雾天影响较小，运行
比较安全的优点。但多年来，铁
路运能、运力的不足，给人留下
的“一票难求”的印象至今仍难
完全消除。

“最怕火车晚点。”刘宝平
说，此前聊城到济南通火车的时
候，都是过路车，经常出现晚点
的情况，一等就是一两个小时，
客人受不了，而且火车开行班次
比较少，票难买，尤其是卧铺票
难订。

东昌路上一家旅行社的负
责人则表示，一般来讲，节假日
是相对的旅游旺季，但也是人们
出行、探亲、返乡的旺季，这些时
候火车票一般比较吃紧，所以火
车团能否有市场，关键还是看票
能不能满足。所以，这次调图，增
加始发班次和直通城市，对火车
团是个很大的利好。

【计划】适合火车体验游和长线游

喜爱旅游的市民肯定注意
到，市场上经常会有一些旅游
专列开行。这些旅游专列是谁
来开行的？需要哪些条件？要经
过哪些程序？

聊城火车站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旅游列车的开行要遵
照铁路总公司制定的《旅游列
车开行管理办法》，具有非常严
格的程序和条件。比如济南铁
路局开行旅游专列，先由山东
中铁旅游广告集团公司提报开
行计划，将每列旅游列车的牵
头组织单位、参与组团单位，以

及组团人数一并上报，然后交
由铁路部门审批。

旅游专列的开行路线也有
比较严格的规定，旅游列车全
程往返使用同一运行径路、不
得转圈开行，不得沿途空送车
底，不得在运行方案之外的客
运站停车办理业务；对审批后
的旅游列车计划，不得随意变
更、调整、停运，旅游列车运行
时刻与普通旅客列车、临客及
行包专列以下等级列车抵触
时，由调度在日班计划中调整，
并以此统计正晚点。

旅游专列这样开通

火火车车班班次次增增多多，，公公路路客客运运迎迎挑挑战战
汽车西站增开至济南客车应对冲击

12月10日零时起，实行新运行图，聊城火车站增开聊城至济南、东营的
始发车，另外增开13对直通列车。消息一出，就接到聊城汽车西站增开至济
南始发班车的消息。有业内人士称，此举正是为了应对火车班次的开行对汽
车客运带来的冲击。

文/片 本报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王玉美

23日，记者接到消息，聊城
汽车西站开通发往济南火车站
和汽车总站的始发班车，其中，
发往济南火车站班车四班，上
午、下午各两班；发往济南火车
站的班车也是四班，上午、下午
各两班。

记者了解到，今年8月18
日，聊城汽车西站正式全面启
用，聊城西南方向的跨省、市、
县的班车和西部部分省际班
车，调整为聊城汽车西站始发。
而聊城至济南的所有班车全部
在汽车总站始发，这些班车并

不经过汽车西站。在位置上，聊
城汽车西站就位于聊城火车站
对面。车站内部人员告诉记者，
聊城至济南通火车、而且是始
发车后，将会对汽车客运造成
冲击，而在西站增开至济南的
始发班车后，汽车西站和总站
都有了去往济南的始发车，正
是为了方便市民乘坐，应对这
种冲击。

得知调图后，聊城将有通
往更多城市的火车，这位内部
人员表示，这些列车开通后，
集团或许会有相应的应对措

施。其实近几年，为了更多的
占领市场，在细化服务方面，
汽车客运一直在完善。对于火
车对客运的这种冲击，聊城市
运管处客运科科长曹全增认
为，业内都在预见这种冲击，
聊城的客运企业也在纷纷研
究应对措施。但究竟会受到怎
样的冲击，要等这些车次运行
起来才能明确看到。客运企业
也可以随时制定相应的应对
措施，毕竟火车客运和道路客
运都有其优缺点，有各自的市
场空间。

【反应】汽车西站开通济南始发车

记者了解到，随着火车调
图提速、动车组开通、私家车日
渐增多、城际铁路的建设等竞
争主体的增多，近年来，公路客
运已经在逐渐调整发展方向。

“我们有一种说法叫做‘车
头朝下’，就是向农村市场发
展。”曹全增告诉记者，目前，市
到县、县到村基本实现了城际
公交一体化，市到村的城际公
交线路也在逐渐增加。

据统计，全市公路通车总
里程达到17000公里，市到县之
间全部实现了由高速公路或一

级公路相连，县与县之间全部
实现了由高标准二级以上公路
相连，全市已经形成了布局合
理、结构优化、安全畅通、衔接
高效的公路网络，为客车通行
提供了基础条件。

聊城一家大型客运集团的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前，长
途客运受影响的主要是京九线
上的方向，今后，随着聊城与京
广、京沪线的连通，一些长途班
线客车需要十多个小时，而火
车仅需五六个小时，此外，火车
中途仅停靠几站甚至一站，而

客车却受普通公路限速、中途
司机吃饭、休息，旅客上、下车
等方面的影响，预计将有更多
的长途车受影响。

另外，这位负责人说，一
些出租车违规经营，私家车、
黑 车 违 规 拉 客 ，也 对 正 规 的
公路客运造成影响。对此，聊
城 市 运 管 处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对 于 城 市 出 租 车 出 城运
营、黑车拉客、宰客等违规现
象，交通部门正不断打击、今
后 还 会 继 续 加 强 监 管 ，规 范
客运市场。

【方向】“车头向下”占领农村市场

日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
快，现行行政规划区域内的公共
交通相对城镇的覆盖率低，不少
乡镇还没开通公交线路，乡镇百
姓与城镇中心居民共享公共交
通服务的愿望难以实现。市政协
委员提交了《关于加快推进我市
城乡公交一体化发展的建议》。
对此，市交通运输局在答复中表
示，邀请北京专家编制《城市公
共交通发展规划》后，将进行积
极落实。

聊城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聊城现有的城际客运
班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承担了
农民群众的出行任务，但随着城
市公交的不断发展，农村客运逐
渐显现出一些弊端，一方面，农

村客运不属于公益性事业，票价
需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核定
并报物价部门批准，比城市公交
票价要高；另一方面，城乡客车
享受的燃油补贴低于城市公交；
另外，个别农村客运车辆经营者
存在不按时发车、随意涨价等行
为，影响了农村客运在群众中的
印象。

目前，聊城正邀请北京专家
编 制《 城 市 公 共 交 通 发 展 规
划》，有望年底能出台，在出台
之前，交通部门认为，为保证客
运市场稳定，城市公交与农村
客运应维持目前的经营现状，
互不干涉，待《城市公共交通发
展规划》出台后，根据实际情况
稳步推进。

【未来】

城乡公交一体化统一发展规划

相关链接

蔡伦竹海旅游专列。(资料片，旅行社供图)

聊城至莘县的城际公交车上，29个座位几乎坐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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