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等等公公交交不不用用再再担担心心挨挨雨雨淋淋了了
挡雨候车亭将在主城区全覆盖，部分公交也将适时延时

未来将在主城区

全覆盖挡雨候车亭

“济南目前很多公交车站
还没设挡雨候车亭，下雨天
如果忘了带伞，等车时觉得
特别不方便，甚至很狼狈。”
不少市民希望，济南公交车
站能进一步改善升级，乘客
在 刮 风 下 雨 时 也 能 舒 适 等
车。

对此，薛兴海表示，增设
挡雨候车亭公交总公司已经
做了计划，全面考察后，未来
将在主城区全覆盖。“这项工
作不一定是今年做完，但正在
全面普查，未来几年内全部做
好。”

“今年，我们还会适时推
出便民措施。”薛兴海介绍，电
子智能站牌现在已经做了150
个了，接下来将继续加大力
度，未来将投放到中心城区。

除此之外，还要开线，优化线
路、线网、站台，根据老百姓需
求，开批定制公交。

对于青岛推行公交爱心
零钱盒，济南是否会大范围
推广的问题，薛兴海表示，
会进一步调研，分析利弊。

部分公交线路

依需求适时延时

随着白天时间日渐延长，
市民对延时公交需求日渐增
加。对此，薛兴海表示，现在天
渐渐黑得晚了，夜生活也越来
越丰富，公交公司会根据这个
情况适时延时。

除此之外，还有市民希
望K字头公交能实行季节差
异性收费。薛兴海回应：“北
京已经完成了票制改革，整
个票制更符合当前规律，目
前我们也在调研中。”薛兴海
说，K字头公交与普通公交存

在收费差异不仅在于有无空
调，还由于装备水平差异，豪
华车在乘坐时带给乘客的舒
适程度不同。

今年有望先建成

“一环二射”无轨电车网

今年初，济南公交总公司
曾对外发布，到2020年，省城
将建成“五环九射”无轨电
车网络，并首次明确了“五
环九射”的范围。今年有望
先建成“一环二射”，对北园
大街、二环东路、二环西路高
架路下快速公交(BRT)系统
升 级 为 无 轨 电 车 快 速 公 交
(BRT)系统。

很多市民关心目前无轨
电车筹备工作进展如何。就此
薛兴海透露：“无轨电车的技
术储备都做好了，如果一旦确
定实施，我们这边是没问题
的。”

本报4月12日讯（见习记者 范
佳 记者 马云云）“非遗园一开
园，我们就开新线，目前车辆人员都
准备好了。”12日上午，济南市十五
届人大四次会议历下团分组审议结
束后，济南市人大代表、济南公交总
公司总经理薛兴海表示，对于4月29

日即将开园的非遗园，公交公司已
做好了准备。

在今年的济南市人大会上，济
南市人大代表李刚提交建议：在非
遗园周边增开公交线路及增加现有
公交班次。

“非遗园即将正式营业，开园后
年接待能力有望达到300万人次，客
流量巨大，尤其是在周末和节假日
期间会达到顶峰。”李刚分析，下一
步随着温泉项目和生态旅游的开
发，游客还将进一步增加。

对于目前非遗园周边的公交运
力，李刚认为难以满足需求。他说，
目前从市区通往吴家堡中西部的公
交车只有26路一个班次，且26路的
发车时间为高峰期15分钟一班，常
规为25分钟一班，今后运量不足的
问题将进一步凸显。

李刚建议，增设途经吴家堡中
西部的公交线路，以增设3—4条为
宜。重点增设由济南西站、长途汽车
站、济南火车站、泉城路商圈为途经
站点的公交车；开设乡村旅游专线，
方便游客在汽车站、火车站、长清大
学城及市区内各景点乘坐旅游专车
来非遗园、温泉城、农家乐游玩。

“非遗园开园后，公交肯定会通
过去，请广大市民放心。”对此，济南
市人大代表、济南公交总公司总经
理薛兴海称，当前公交总公司正在
跟有关部门协调相关配套设施，车
辆人员已经准备好了。

薛兴海说，非遗园一开园就会
开通新的公交线路。具体开设几条
等方案定下来会对外公布。“具体运
力配置将完全按客流需求来，如果
客流量很多我们就马上增加周末线
路、临时线路。一旦非遗园开业，目
前已有的26路公交车会根据客流量
增加运力。”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刘雅菲
王皇） 大数据这一概念已经在

很多领域得到了普遍应用。在城市
的治理方面，大数据也能帮上大忙。
12日的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大会
发言中，市政协常委、九三学社济南
市委副主委兼秘书长陈宁宁就代表
九三学社济南市委提出了这方面的
建议。

“通过对海量、动态、高增长、多
源化、多样性数据的高速处理，获得
有价值的信息。”陈宁宁在发言中
说，大数据的这一功能运用在城市
管理当中，可以展现数据的关联，增
强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大数据还能
提高政府监管能力，促进政府决策
更科学。此外，大数据技术在环境监
测、排放权交易、合同能源管理等方
面也具有广阔的应用潜力，可有效
推进政府、企业和公众共同参与污
染防治新机制的构建。

大数据虽然有这么多好处，但
是目前在济南还面临着不少问题。
九三学社济南市委建议，济南应该
抓紧研究制定大数据发展及运用的
规划，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部门、行
业协会、重点企业应该起到重要的
作用。应该依托市发改委、经信委、
科技局等建立起大数据管理机构，
统筹各部门的信息采集、整理、安全
共享和应用，开展数据挖掘和决策
支持服务。

“节约用地，现在就需要
对工业用地提高利用率，多建
多层厂房，鼓励企业向地上地
下要空间，鼓励经济性用地也
要向地上地下要空间。”韩晓
光说，今年济南将出台一个全

市综合节约用地方面的意见，
鼓励二环以外的城市建设充
分利用地下空间。

“当然必须在保泉的基
础之上，所以需要在二环以
外进行。目前已经有部分措

施，比如地下空间的土地出
让金已经下降。”韩晓光说，
同时还将提高用地标准，尤
其是工业用地标准。另外，为
了保护山体，今年济南还将
出台山体保护办法。

二二环环外外地地区区应应向向地地下下““要要空空间间””
新增建设用地3年后到顶，今年将出台节约用地意见

12日上午，济南
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
议历下团分组审议结
束后，济南市人大代
表、济南公交总公司
总经理薛兴海介绍，
未来主城区将全覆盖
挡 雨 候 车 亭 方 便 市
民。

12日，济南市政协委
员、济南市国土资源局
局长韩晓光透露，今年
济南市将出台全市综合
节约用地方面的意见，
鼓励在保护泉脉的时，
在城区二环以外地区拓
展地下空间，提高工业
用地门槛，保证民生保
障用地。

非遗园周边地区

将增开公交线路

济南城市治理

也应用上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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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泉的基础上，今年济南将出台政策鼓励二环以外地区开发地下空间(资料片)。

新房旧房区别补偿

将引入评估机制

“今年的重点工作是在
征地补偿时，考虑地上附着
物的区别，使征地补偿更公
平。”济南市政协委员、济南
市 国 土 资 源 局 局 长 韩 晓 光
说，每年济南市的建设用地
规模很有限，拆迁也是城市
建设的重要工作。现在的征
地补偿政策已经有地上附着
物补偿比如青苗补偿，但地
上附着物还是有差别的，所
以现有政策还不够合理。

“现在征地补偿主要考虑
面积，但是地上的破房子和新
房子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如果
以同样的价钱补偿，房子质量
好的人就会不满意。”韩晓光
说，这是现在征地拆迁工作难
办的原因之一。韩晓光说，对
地上附着物的价值怎么评估，
就需要有办法，既要客观又要
实际，需要引入评估机制来保
证公平。

“城市的用地规模是有
限制的，要在城市发展边线
红线范围内，而且还要保证
基本农田红线和生态红线。
如果仅依靠新增建设用地指
标，3年后济南将出现无地可
用局面。”韩晓光说，城市发
展总体需要控制，不能无限
扩大。基本农田红线、生态红
线和城市发展边线红线就是

城市土地使用的三大红线。
现在济南市正在划这3条红
线，按照要求，基本农田红线
年底之前就会划出，包括山
体、湿地、绿地、水库的生态
红线也会划出。这两条线划
出之后，济南城市剩余的建
设用地就有限了。

“这就倒逼我们要节约用
地，现在用地空间已经不足，

新增用地量也不足，下一步要
解决用地，就要通过旧城改
造、旧厂改造来挖潜建筑用
地，保障整个经济社会、城市
建设发展。”韩晓光说，目前济
南的存量地中旧城改造总量
大约有十几万亩，但是旧城改
造涉及拆迁和安置问题，难度
很大，每年的增量也不能保
证。

济南建设用地三年后将到顶

鼓励二环以外拓展地下空间

本报见习记者 范佳

本报记者 马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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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将用在好的项目
上，用在保障民生上，比如
公 租 房 建 设 、基 础 设 施 建
设。“通过招商引资使好的
项目落地，保障经济发展不
受 影 响 。”韩 晓 光 说 ，经 营

性用地如房地产则要适度
投放，把握节奏，根据市场
需求实时推出经营性地块，
包括住宅等商业用地，保证
整个房地产形势平稳发展，
今年大约有一万多亩，近三

分之一。
韩晓光说，今年民生包

括基础设施建设、学校幼儿
园建设、道路配套设施的用
地近三分之一，工业用地占
25%左右。

今年三成用地用于民生工程3

代表回应

委员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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