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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拥堵停车求解药

城城市市通通病病还还需需““综综合合治治疗疗””
加大公共交通
政府补贴力度

市区快速公交应得到支持

“很多单位逐渐从市
区搬到经济技术开发区，
而开发区公共交通却滞后
于经济社会发展。”德州市
农业界政协委员王评说，
只 有 先 将 主 城 区 公 交 完
善，才能进一步实现城乡
公交一体化。

“全市(含郊区)共投入
4 3 6 部车辆，设计 3 9 条线
路。”王评说，调查显示，很
多市民不愿意乘坐公交车
出行，最主要的原因是等
待时间过长、运行速度太

慢。而公交公司自收自支、
资金匮乏是制约公交发展
的瓶颈。

对于城市的公交发展，
王评认为，应该加大政府投
入，增加公交车的投放数
量，提高市区运行的密度，
上下班高峰期达到市区每
5 分 钟 1 辆 。同 时 ，将 火 车
站、汽车站和高铁东站、大
学 路 高 校 区 一 线 改 造 成
BRT快速专线，而且东风路
和天衢路双向六车道可设
立公交专线。

陵县撤县设区后，越来越
多的市民选择在陵城区买房居
住，在德城区上班。目前只有
104路公交车可以实现市民跨
区上下班。“陵城区距离主城区
很近，而且已经有完善的交通
条件，尽管两地之间有来往的
公共交通车辆，但比较少，快速
公交应该得到支持。”党派界政
协委员李晓梅说。

“公交服务方面有了一些
便民措施，增加了新能源公交
车，但是仍有一些区域没有辐
射到。”李晓梅说，如南至新

河路、西至湖滨大道，北至东
风东路的区域，该区域包括堤
岭村、堤口村、十三局小区、
警苑三区、石油化工小区等居
民。

“以前曾有公交线路经过
新岭路和东地南路，由于交接
处以北是堤岭菜市场，每逢大
集公交车经过时经常被堵，之
后公交车便不再经过该路段。”
李晓梅介绍，该地段居民出行
需要走很远的路到湖滨大道或
者东风东路乘坐公交车，出行
不便。

政协委员 李晓梅

上下班高峰增加运行密度

政协委员 王评

本报记者 李榕

在城区的大街小巷、住宅
小区，“抢车位”几乎每时每刻
都在上演。而在政协会议上，热
度最高的话题恐怕非“交通拥
堵和停车难”莫属，究其原因，
委员们认为造成城区交通拥堵
的原因很多，既有交通设施不
完善，也有交通管理水平不高、
交通信号灯设置不合理、维修
不及时等方面的问题。

“截至今年1月份，德州全市
机动车保有量已超过95万辆，居
民家用汽车拥有量明显上涨，
每百户拥有汽车19辆。”政协常
委、德州市人民医院肛肠外科
主任李贵信认为，由于历史的
原因，有一部分居民住宅没有

车库或停车位置，市民不得已
而无序停车；另一方面，停车管
理方面也有很多缺陷，“贴条罚
款后，相关部门就不管了，未能
从根源上根治停车乱象。”

李贵信建议在城区范围
内，特别是商业旺区和人口密

集区，政府要拨出专款建设停
车场，重点规划区域是在老城
区，在不影响正常交通前提
下，尽可能多规划停车位；鼓励
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
在满足自用基础上，将多余车
位对外实行错时开放；将现有

车位发挥最大作用，城管部门
对临街商户利用车位挡车器、
禁止停车的标配等认为设置
的障碍物恶意侵占车位现象
明令禁止；可考虑在停车场和
街道停车位设置咪表，实行分
时段有偿停车。

发挥交通管理更大作用

政协常委、农工党市委
会秘书长张立英认为，城区
部分主要路段交通信号灯维
修不及时、设置不合理等是
城区交通拥堵的重要原因之
一。

2014年以来，德城区部分
路口的信号灯发生损坏，但维
修不及时，长达几个月相关部
门未维修。主要表现在信号更
换缓慢、熄灭无反应、闪烁不
定、光亮度降低等现象，影响

司机和行人判断，造成候灯车
辆不能按时启动、应刹车辆与
通行车辆对行、人车混杂秩序
混乱等情况发生。

张立英建议对全区路口
信号灯使用状况进行调查摸

排，进行详细记录；公安交管
部门认真收集、吸纳群众的合
理化建议，进一步加快交通信
号灯和使用不规范问题的整
改力度；加强高峰时段重点拥
堵路段的警力部署等。

设置交通信号灯应更合理

“在德州主城区，寻找停
车位成了所有车主最头疼的
事；而在小区内的人行道、绿
化带上随意停车的现象更是
屡见不鲜，很多老旧小区，包
括一些新建小区的停车、行
车秩序也处于混乱状态，不

仅破坏了小区的整体环境和
秩序，而且安全隐患重重，引
发 诸 多 矛 盾 纠 纷 。”政 协 常
委、德州市职业技术学院副
研究员王星比较关注小区停
车难的问题，以她所居住的
高地世纪城为例，一栋楼层

约有4 8户住户，拥有车辆至
少在5 0辆以上，而停车位不
足2 0个，停车难的问题日益
凸显，有私家车的业主经常
为车停在哪里而苦恼。

“小区可建立固定临时停
车位。”王星称，小区物业公司

要规划出停车位，让小区居民
按秩序停车。此外，还可以在
部分条件允许的人行道上妥
善设置临时停车位，实行时间
段收费停靠，以此收入再投入
到公用停车场的建设，循环利
用改善停车难问题。

小区可建立固定临时停车位

因车位紧张，城区商场停车位开始收费管理。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上下班时间，市区东西方向
的几条主干道能从一个信号灯堵
到下一个信号灯。”市民王女士每
天开车来往于东方红路，起初堵
车让她的脾气暴躁了不少，后来
暴躁变成了麻木，而德州落后的
公共交通却给不了她任何安慰。

“私家车数量不断飙升，但随
之而来的道路拥堵日益严重，另
外燃料消耗加大，不仅不符合集
约型社会发展，所带来汽车尾气
更为雾霾天气为虎作伥。”政协委
员张永生在提案中提到，减少交
通拥堵就要让市民放下私家车，
而这不能靠“限号”一举了之，更
重要的是要让公共交通去“诱惑”
群众，当市民坐上公交车，市区道
路才不会堵，当客运车辆准时准
点、经济实惠，群众便情愿放下私
家车。

张永生调查了解到，德州长
途客运每人每公里约0 . 35元，高
于东营、滨州等地客运票价月
25%，高于动车票价40%。对此，张
永生建议加大对公共交通的政府
补贴，降低票价。退票费高达
20%，部分长途车站内无公示牌，
存在强售商业保险行为，这些都
阻碍了公共交通的发展。

“免征公交场站运营用地土
地使用税、城市道路占用挖掘
费。”政协委员王克平说，减免公
交企业税费，则延长公交运行时
间、增加城际公交路线、增加站点
数量可更快实现。

交通拥堵和路网结构规划不
合理有关系，商贸大道、德兴大
道、东地大街、三八路等都是“断
头路”。“贯通德兴大道和新河路，
打通商贸大道至104国道，对于加
快商贸市场繁荣，促进交通运输，
意义重大。”政协委员王剑发认
为，减少断头路是发展公共交通
的基础。 本报记者 徐良

多户联保贷款

值得商榷

银行在大中小企业贷款方面
实行“多户联保”，对于银行来说，
一家还不上贷款，还有其余联保
企业还贷。经济界政协委员、山东
金马首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汪静认为，多户联保对于企业来
说，联保协议有可能会拖垮优良
的企业。

“一个企业倒闭可能会联动
一大批优良的企业效益下滑，甚
至造成火烧连营的局面。”汪静
说，“多户联保”是经济下滑的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需要引起各家
银行的重视，在企业针对大中小
企业的贷款方面进行改革。

汪静说，目前企业的负担很
重，在多家担保的情况下，即便是
效益再好的企业，也必须有其他
企业担保才能贷款。“别的企业帮
我做担保，我也必须无条件为别
的企业作担保。”

经济界政协委员、德州银行
党委副书记常青介绍，不论是大
型企业还是中小微企业，企业经
营的诚信度在银行贷款的审核
中，仍是最看重的。“企业效益再
好，如果诚信度不高，银行贷款不
仅利率较高，而且有可能就放弃
这家企业了。”常青说。

汪静建议，银行在贷款时首
先要考察企业是否有还贷能力，
而企业还是要重视信用体系建
设。“信用好的企业，仅靠企业名
字就可以贷款百万。”

本报记者 孙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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