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季季度度十十大大““堵堵城城””，，济济南南闯闯入入前前三三
市民被惊着：真的有这么堵吗

1133公公里里的的上上班班路路要要走走11小小时时
路网布局不合理，汽车发展无约束造就“堵城”

济南，一座二线城市，为啥却能在高德发布的《2015年第一季度中国主
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中名列前三？专家认为，固然存在济南城市发展和道
路资源不足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济南小汽车发展没有任何约束。

本报见习记者 张玉岩

噪第三堵是如何得出的？

不少市民觉得有些片面

十大“堵城”济南排第三？这让市民觉得有
些惊讶。不少市民表示，仅靠高德地图用户数
据得出的该排名有些片面，不过省城高峰期越
来越堵是不争的事实。

高德地图发布的全国十大“堵城”，这个结
果是如何得出的？

据了解，交通APP“高德地图”依托3亿多
导航用户采集交通数据，加上全国几十万辆出
租车及几百万辆物流车行业浮动车数据对全
国45个主要城市拥堵情况分析计算，以各城市
高峰拥堵延时指数进行排名，即高峰旅行时间
除以畅通（自由流）状态下旅行时间，指数越高
表示延时占出行时间比例越大，也就越拥堵。

这个结果是高德地图以3亿导航用户为蓝
本，以浮动车数据为佐证，截取各城市早晚高
峰时段的大数据样本计算出来的。按照正常情
况下10分钟走完的路，来对比在各大城市实际
所用的时间，得出一个比值，比值越高，证明城
市堵车越严重。比如平均10分钟走完的路，在
某城市需要花30分钟才能走完，那么这个比值
就是3.0。

一些市民表示，济南真的有这么堵吗？仅
靠高德地图用户数据得出的结果，济南排“堵
城”第三的结果有些片面，但城市越来越堵是
不争的事实，急需相关部门采取相应的措施。

2014年5月，高德公司曾发布报告称杭州
成中国最堵城市。对此。杭州市交通运输局运
输处处长陈捷表示，此前高德地图所出报告显
示杭州为中国最堵城市，其采集的对比数据存
在不合理性。

“同样是拥堵，杭州和北京、上海等城市的
情况是不一样的。”陈捷说。

他认为，此前高德地图方面以出租车GPS
和无线通信设备上传的车辆行驶信息作为数据
统计依据，本身便是不合理的。

城市拥堵已成为社会“痛点”。4月22日，国内数字地图、导航提供商高德发
布《2015年第一季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报告显示，一季度全国重点
城市拥堵排名北京居首，其他国内十大堵城依次为上海、济南、杭州、重庆、哈
尔滨、天津、南宁、石家庄、武汉。从2014年二季度首次进入该榜单到现在名列
前三，济南仅用了一年时间。

本报记者 孟燕 廖雯颖 实习生 刘艳 武佳宁

噪济南高峰期开车出行要花1 . 92倍时间

22日，在高德公司提供给
记者的这份报告中，第一季度
拥堵TOP10榜单上，济南位列
第三，高峰拥堵延时指数高达
1 . 92，仅次于北京的1 . 99和上
海的1 . 9 4。高峰平均车速是
22 . 66公里/小时，高峰畅通状
态下车速是43 . 34公里/小时；
全天拥堵延时指数1 . 62，高于
北京、上海，意味着全天拥堵情
况甚至PK掉两个特大城市。全
天平均速度只有26 . 37公里/
小时。济南本季度有16天严重
拥堵。其中3月31日为本季度最
堵日。

所谓“高峰拥堵延时指
数”，是目前国际交通分析常用
的概念，指同样一条线路，早晚
交通高峰时花的时间相比正常
不堵车情况下的时间，其倍数
就是拥堵延时指数。1 . 92意味
着济南市民早晚高峰时开车花
费的时间是通畅时间的1 . 92
倍。

记者注意到，其实一季度

各城市相比上季度，拥堵状况
都出现了缓解。报告分析，原因
包括两方面：一是由于春节后
大量人口离开城市，导致日常
出行规模大降；二是伴随着春
季恶劣天气减少、白天增长等
季节性因素，导致居民出行时
间相对分散，驾车感觉更舒适。

针对关注的当前二季度城
市出行路况，高德交通报告通
过历史同时段数据的挖掘分
析，提供了部分城市的拥堵趋
势预测。

就整体拥堵趋势而言，由
于第二季度4、5、6月分别有清
明节、劳动节、端午节等节日，
在无大型外在因素影响下，预
计3个月整体拥堵程度相当。针
对具体城市而言，大部分南方
城市上海、杭州、武汉等以及北
方济南、天津、石家庄季度最堵
月出现在4月的可能性较大，这
与春季气候适宜，人们外出增
多等出行因素有关。

噪仅仅一年，济南从首进榜单升到前三

从2014年第二季度济南
首次进入榜单，济南名次“节
节攀升”，到现在名列前三，
济南仅用了一年，可见拥堵程
度之严重。

2014年8月20日，高德地
图发布《2 0 1 4年第二季度中
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
二季度全国重点城市拥堵排
名上海居首，登顶“堵王”,杭
州、北京、重庆、深圳、广州、
福州、沈阳、成都、济南紧随
其后。其中济南是首次上榜，
位列第10。

2014年12月3日，高德地

图发布《2 0 1 4年第三季度中
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
三季度主要城市中交通最拥
堵的是北京，杭州、上海、福
州、大连紧随其后，济南市继
二季度首次上榜后，本季排名
位居第6。

2015年2月5日高德地图
发布《2 0 1 4年第四季度中国
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暨春
运出行指南》，四季度哈尔滨
成“堵王”，北京、上海、杭州
紧随其后，济南在全国重点城
市中的拥堵排名上升到第 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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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Q1中国主要城市拥堵排名TOP10

新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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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平

北京 高峰指数 1 . 99

石家庄 高峰指数 1.79

重庆 高峰指数 1 . 90

南宁 高峰指数 1 . 80

杭州 高峰指数 1 . 91

上海 高峰指数 1 . 94

武汉 高峰指数 1 . 78 济南 高峰指数 1 . 92

哈尔滨 高峰指数 1.86

天津 高峰指数 1 . 81

堵情剖析

寻找解决之道：

让让公公交交都都市市
破破解解城城市市堵堵局局
本报记者 孟燕 实习生 尹彧

22日，在高德发布的《2015年第一季度中国主
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中将大连称作“最幸福公交
城”，也给省城建设“公交都市”提供了一些经验。

报告中举例，大连实施“公交城市”破解城市
交通拥堵困局，引发公共交通/自驾车道路资源

“之争。在2014年新启用一倍以上的公交专用道，
日均受益人群255万人次，占市区内日乘坐公交出
行人次94%。

数据显示，大连公交专用道里程占比是北京、
上海2倍，是武汉8倍，公交出行更为快捷、舒适，公
交车速度提升12 . 34%。道路资源被挤压后，私家车
平均车速降幅较大，私家车出行体验和舒适感急
剧下降。但是，综合计算公交专用道车速之后，大
连市拥堵排名下降7位，拥堵延时指数下降了4%。

报告建议，将“公交城市“政策与鼓励民众公
共交通出行、减少驾车出行等各项措施相结合，改
善人们出行意识，最终提升公众出行的舒适感和
幸福感。

其实早在2012年10月，济南就被列为全国首批
“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程15个创建城市之一。两
年半过去了，换新车开新线的速度明显提升,但让
人尴尬的是,公共交通的吸引力却在降低,“公交都
市”建设仍遭遇诸多城市病困扰。

“节假日堵车严重，白天我们在路上一站就几
个小时，连饭都吃不上。现在经十路根本不分什么
早晚高峰了，全天都是高峰。”22日，省城一名交警
讲述了他的切身感受。而公交车驾驶员原本2个小
时的车程碰上堵车则需要三四个小时。

创建“公交都市”的措施在稳步推进，让公共
交通“提速”的有效办法是设置公交专用道,一方
面吸引私家车主放弃小汽车；另一方面将更多的
道路资源让行于公共交通,使多数交通出行者利
益得到保障。

目前,省城公交车达到4700多辆，每天客流量
平均240多万人次,公交线路230多条,已覆盖城区主
干线和支线。目前,高峰通勤网以及规划的“五环
九射”无轨电车网络被不少市民寄予厚望。2014年
12月,交警、公交部门推出首条公交高峰通勤线路,

西南起济南大学西校区,东北至公交祝甸车场。济
南也在计划建设“五环九射”无轨电车网络,预计
2020年将建成。而今年有望先建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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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头疼上班路这一来一回

在济南开车，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
碰上经十路的绿波带，而最痛苦的事情
也莫过于在上下班高峰期走经十路。上
班族们，最头疼的就是每日这一来一回。

张女士在泉城广场附近的一家银行
工作，而家却住在高新区。每天上班，早
上7点半出门，途经经十路、二环东路、和
平路、泺源大街，等到张女士到达工作单
位的时候，已经是8点半了。而从张女士
家到工作单位，总共有13公里。

与张女士刚好相反，小贾的工作单
位在奥体附近，但是家却住在千佛山，晚
上下班遇高峰，回家要花一小时时间。

小贾说，下班时堵着会觉得自己的
休息时间正在遭到压榨，怀念大家都没
车，骑自行车的时代。

汽车发展无约束造就“堵城”

据了解，济南年均增车近20万辆，三
年内新增近60万辆车，一字排开得2700
公里。截至2014年底，济南市机动车保有
量达到1564625辆。

山东大学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山
东大学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主任张汝

华认为，济南之所以这么堵，最根本的原
因还在于济南的小汽车是无控制、无节
制的发展和使用。

此外，路网布局不合理也是济南交
通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方面，道路交通的
密度偏低，道路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南
北向主干道较少。根据住建部《城市道路
交通规划设计规范》，城区主、次干路和
支路的规范比例为1:1 . 5:3 . 5，呈“金字
塔”结构，但目前济南的这一比例为1:
0 . 57:1 . 52，呈“哑铃型”结构，导致区域
间交通分流不畅。

治堵要由满足需求变为约束

张汝华认为，想要治堵，最重要的还
是转变思路。现在济南治堵走的就是一
条满足需求型的道路，想要根治，还是要
从源头上约束限制小汽车。“如果不能从
源头上限制需求量，任何治堵的措施都
是徒劳的。道路资源和停车资源永远都
不可能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而约束小汽车的前提，则是大力发
展城市绿色交通。“从目前的数据来看，
济南公共交通出行率不到20%。”济南应
该花力气建设城市公交，增加公交车辆、
公交专用道，以及公交站点，使城市绿色
交通有足够的吸引力和支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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