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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全省平均蓝天数同比少了一天半
8市不足10天，PM2 . 5平均浓度同比恶化3 . 1%

本报济南12月9日讯（记者
王兴飞） 9日是高速公路交

通秩序集中整治全省统一行动
日，记者跟随省高速交警采访
发现，投入使用的新智能系统
在查处交通违法中发挥着越来
越大的作用。据了解，新的车载
可移动测速设备也将在省内高
速路投入试用。

9日上午9点多，济青高速
南线港沟收费站出口处，省高
速交警总队二支队历城二大队
的8名交警分成两组站立，拦截
查处高速路上的违法车辆。路口
一角的LED电子屏上显示有违
法车正准备通过收费站站台，屏
幕上显示着该车号牌，旁边的
报警器响着尖锐的报警声。

车辆被拦停后，一直否认
有违法行为的驾驶员被大厅内

智能系统的显示结果惊呆了：
他9日8点多在高速路上有轧车
行道分界线行为，智能系统捕
捉到后自动抓拍取证，并上传
到卡口拦截系统，民警随即在
查处点布控对该车现场查处。

民警陈晨介绍，这套智能
系统能识别占用应急车道停
车、摘牌、套牌、变造号牌等涉
牌类违法等在内的多项交通违
法行为，能在3秒钟时间里快速
锁定违法车辆，可自动对焦、高
清录像、抓拍取证，并纳入卡口
拦截系统自动报警。

案例显示，一辆套牌车在
高速公路上违法停车后，驾驶
员仅用了10秒钟时间为车辆更
换号牌，但智能系统依然准确
判定该涉牌违法行为，并高清
录像取证。

上午11点，济青南线莱芜
服务区，一辆涉牌违法车辆，也
在智能系统下“现形”，被高速
交警总队二支队莱城大队民警
查处。

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相
关人士表示，高速公路再也不
是各种交通违法行为的演练
场。借助高科技智能系统，在高
速公路和服务区、高速公路出
口，违法驾驶员将面临民警的
现场精准查处。

据了解，新型车载可移动
测速设备也将在省内高速路
投入试用。该新型设备不仅能
实时测速、抓拍，还可以进行
移动，让超速驾驶员依赖的电
子狗防不胜防。此外，新设备还
能对高速路违法停车进行捕捉
识别。

本报济南12月9日讯（记者
廖雯颖） 9日，省环保厅公布

11月份17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上
月全省平均蓝天数12 . 6天，同比
减少1 . 5天，8个城市蓝天不足10

天，聊城最少只有7天。PM2 . 5平
均浓度为100微克/立方米，同比
恶化3 . 1%。

1 1月份，全省“蓝天白云”
（能见度≥10公里）天数最多的

是威海和日照，24天；最少的是
聊城，7天。全省蓝天数平均12 . 6

天，同比减少了1 . 5天。蓝天数不
足10天的共有8个城市，济南、枣
庄、济宁、德州、菏泽蓝天数为9

天，淄博和临沂8天，聊城7天。17

市中，蓝天数同比增加最多的是
威海、日照、滨州，增加2天；同比
减少最多的是青岛，减少6天。

11月，全省PM2 . 5平均浓度

为1 0 0微克/立方米，同比恶化
3 . 1%；PM10平均浓度为160微克/

立方米，同比改善4 . 8%；二氧化
硫（SO2）平均浓度为63微克/立
方米，同比改善27 . 6%；二氧化氮

（NO2）平均浓度为59微克/立方
米，同比改善 1 . 7 % 。1 7 市中，
PM2 . 5浓度最好的是威海，48微
克/立方米；最差的是菏泽，133微
克/立方米。同比改善幅度最大

的是济宁，14 . 4%；恶化幅度最大
的是烟台，达到38 . 6%。上月PM10

（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最好的是
烟台，76微克/立方米；最差的是
菏泽，216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
幅度最大的是聊城，24 . 1%；恶化
幅度最大的是威海，23 . 4%。

二氧化硫11月浓度最好的
城市是威海，23微克/立方米；最
差的城市是淄博，133微克/立方

米。11月，17城市同比均出现改
善，改善幅度最大的城市是滨
州，为68 . 6%，改善幅度最小的城
市是日照，为9 . 1%。二氧化氮11

月份浓度最好的城市是威海，30

微克/立方米；最差的是淄博和
临沂，74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
幅 度 最 大 的 城 市 是 枣 庄 ，为
13 . 3%，恶化幅度最大的城市是
威海，为20%。

济济铁铁开开出出首首趟趟直直达达特特快快列列车车
铁路今日调图，我省多趟列车再提速，济聊间重开旅客列车

本报济南12月9日讯（记者 宋磊）
12月10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

的列车运行图。济南至聊城将重新开行
列车，1个半小时左右直达。济南至乌鲁
木齐间的首趟“Z”字头列车也于9日夜
间开出，较此前的K185次列车节省8小
时35分钟。

2010年因为邯济铁路的扩容改造，
原本济南聊城之间的途经列车停运。随
着邯济铁路扩容改造完成，具备通车条
件，时隔四年之后，济南聊城之间又重新
跑起了火车。记者查询12306网站获悉，
济南至聊城有2对始发终到的K字头列
车，分别是K8302和K8306次，其中最快
的一趟K8302次全程仅需1小时36分钟，
硬座票价为19 . 5元，软座票价为30 . 5
元。另外，济南至菏泽的5013次也已经升
级为K字头空调快车，车次为K8296次，
也途经聊城。目前济南至聊城的长途汽
车票价为43元，最贵的一班车为53元，如
果乘坐火车，要比乘坐汽车最多便宜
33 . 5元。

此外，对于我省去新疆的旅客也有
一个重大利好消息，那就是9日夜间，济
南至乌鲁木齐的K185次列车已经升级
为Z字头列车，车次暂时为Z4005次，全
程缩短了8小时35分钟。这也是山东第一
趟始发的直达特快Z字头列车。

由于目前兰新客专暂时只开通了吐
鲁番至乌鲁木齐段，因此济南至乌鲁木
齐南的Z字头列车先期开行为临客，开
行时间为12月9日-20日，13日、18日停
运；12日-23日乌鲁木齐南～济南间加
开Z4006次，16日、21日停运。Z4005/6
次开行期间在济南至兰州间运行时刻
按新图Z105（21:58开）/Z106（9:21到）
次执行，济南至乌鲁木齐南的Z105/6次
列车的具体开行日期以12306网站公告
为准。

此次调图，我省首次出现始发直达
特快列车和零点后动车组列车，济南-
乌鲁木齐南K185/6次、呼和浩特东-上
海T267/8次、青岛-西宁西T372/3／４/1
次均改为直达特快列车，其中济南至乌
鲁木齐南、青岛至西宁西均为我省始发。
新图高峰线北京南—青岛D4059次列
车，到达济南站的时间是凌晨1:52，2:04
开。

别别侥侥幸幸了了，，高高速速路路查查违违越越来来越越智智能能
高速交警济青南线监控能力再升级

济南到烟威动车时刻表公布

本报记者 宋磊 通讯员 曹大凡

12月28日，青烟威荣城际铁路将正式开通运行，目前
整个青烟威荣城际铁路正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9日记
者从济南火车站获悉了7对济南站始发终到或者途经的
动车组的时间。具体运行情况见下表（具体开行日期以
12306网站公告为准）：

车次 始发终点站 济南站到发时间

G458/5 荣成-上海虹桥 17:48到17:50开

G456/7 上海虹桥-荣成 10:42到10:45开

G471 北京南-烟台 09:15到09:17开

G472 烟台-北京南 18:08到18:10开

G475 北京南-荣成 17:46到17:51开

G476 荣成-北京南 13:18到13:20开

D6051 济南-烟台 13:05济南始发

D6052 烟台-济南 22:43终到济南

D6071 济南-荣成 07:16济南始发

D6072 荣成-济南 16:25终到济南

D6075 济南-荣成 09:05济南始发

D6074 荣成-济南 19:31终到济南

D6073 济南西-荣成 08:04到08:07开

D6076 荣成-济南西 21:29到21:33开

此外，济南站高峰线4对动车组列车终到始发时刻也
公布，具体情况如下：

车次 始发终到站 济南站到发时刻

D4059 北京南-青岛北 1:52到2:04开

D4060 青岛北-北京南 8:26到8:28开

G4061 北京南-济南 21:53终到济南

G4062 济南-北京南 22:13济南始发

D6020 青岛北-济南 9:00终到济南

D6019 济南-青岛北 19:47济南始发

D6077 济南-荣成 9:23济南始发

D6078 荣成-济南 19:17终到济南

下图：我省首趟始发Z字头直达特快列车济南至乌鲁木齐
南的Z4005次在济南站整装待发，9日21:58它从济南站始发，是
此次“12·10”铁路大调图中最早发车的一趟列车。

本报记者 宋磊 摄
上图：升级前的最后一趟K字头济乌列车。

（济南客运段济乌车队提供）

调图后济铁加开两对临客

调图后，2014年12月10日-2015年3月15日济南-日照K8285次、
2014年12月10日-2015年3月16日日照-济南K8286次长期临客开
行，K8285次每天9:23济南站始发，途经泰山、兖州、曲阜、泗水、平
邑、费县、临沂、莒南，15:04到达日照。

12月10日-19日石家庄北-烟台间每日加开K4214/5/4/5次，12

月11日-20日烟台-石家庄北间每日加开K4216/3/6/3次。列车在
石家庄北-聊城间经由石德、京九线运行。

此外，原济南站到开的K878/5次（19:43/19：54）自12月9日起，
K876/7次（10日始发停运）自12月11日（15:40/15：50）起停运。K878/
5次由烟台自12月30日、K876/7次由昆明自2015年1月2日起按新时
刻开行。2015年1月1日贵阳开K876/7次停运。

本报记者 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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