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郎郎茂茂山山路路到到泺泺源源大大街街，，省省城城首首条条 公公交交走走廊廊走走起起
968个占道停车位被取缔，路段增设11套公交抓拍电警

出行参考

南南部部山山区区再再添添44条条守守时时公公交交
承诺到站时间误差不超1分钟

本报8月18日讯（记者
孟燕） 18日起，济南公

交在 329路、330路、331路、
332路等南部山区线路上推
行“守时公交”服务，公布4

条线路出行时刻表，承诺
到站时间前后误差不超过
1 分钟。这样，候车乘客提
前知晓公交车辆的到达时
间，最大限度减少了候车
时间，市民能更加从容地安
排出行。

18日上午11点30分，由
西营交管所发往积米峪的
330路公交车上客后准时发
出。记者拿出手机计时，2分
钟后到达西营站点，与时刻
表上一致。在西营站点，虽
然上下乘客耽误了短暂时
间，但是道路非常通畅，驾

驶员及时调整，在11点35分
准时到达了西岭角站点。

据悉，推行“守时公交”
后，329路西营交管所发车
时间分别为7：30、8:30、10：
30、14：00、15：30、17：00、18：
3 0，九如山发车时间为 6：
00、8：00、9：00、11：00、14：
30、16：00、17：30；330路西营
交管所发车时间为6：30、8：
00、11：30、17：00、18：30，积
米峪发车时间为6;00、7：00、
8：30、12：00、17：30；331路西
营交管所发车时间分别为6:
30、7：30、10：00、17：00、18：
30，藕池村委会发车时间为
6：00、7：00：8：00、10：30、17：
30；332路西营交管所发车
时间为：8：00、16：40、18：00，
上降甘发车时间为6：30、8：

30、17：00。
其实，“守时公交”在省

城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
2012年 7月，济南公交就在
303路、305路、307路等20条
郊区线路推出了“定点发
车、准点到站”的守时公交
服务。18日，记者了解到，目
前省城共有 2 3 条“守时公
交”，全部在郊区跑。

市区有没有开通“守时
公交”的计划？“市区道路
拥堵比较严重，暂时还没
有一条守时公交，开通难
度很大。目前，我们正在对
早晚低峰进行客流运营等
各方面测试，受拥堵状况
影响少的线路，可以考虑
开通守时公交。”谢刚坦
言。

88个个小小区区将将开开社社区区公公交交
300辆小巧电动公交年底走街串巷

本报8月18日讯（记者
孟燕） 18日，记者从公

交部门获悉，目前已完成佛
山街、太平洋小区、王官庄
小区等8条社区微公交的规
划设计。同时，年底省城有
望增加300辆“无噪音、零污
染”的纯电动公交车，计划
白天用于社区公交线路，晚
上用于客流量较少的零点
公交线路。

18日，济南公交相关负
责人介绍，为解决居民乘车

最后一公里难题，公交部门
结合市民出行需求和交警、
市政等部门社区微循环改造
工程，推进社区微公交建设。
目前已开通503路、504路、505

路、506路、507路、516路、517路
共7条社区微公交线路。

“结合市民的出行需
求，目前已完成佛山街、太
平洋小区等8条社区微公交
的规划设计。”同时，为了更
好地适应社区微公交线路
的客流特点，公交正在购置

社区微公交车辆，为 300辆
纯电动公交车。“预计年底
陆续到位，社区微公交将全
面提升车辆装备水平，统一
车型、统一外观。”

记者了解到，计划引进
的300辆纯电动公交车包括
6 . 6米和8米两种车型，身形
小巧、零排放、无噪音，特别
适合“走街串巷”。不过，纯电
动公交车要上路还需要与电
力部门商讨包括充电桩布
局、安装在内的相关事宜。

8月18日上午，记者在济南市交警支队了解到，省城经七路-泺源大街（纬
十二路-历山路）双向公交专用道施划标线已全部完成，公交专用道正式启
用。郎茂山路-阳光新路-经七路-泺源大街一线公交专用车道连贯成线，配合
省城首条公交高峰通勤线路开辟的公交走廊正式形成。至此，济南市已在43
条道路上开辟了90条公交专用道。

据了解，早在去年11月底，济
南市就面向社会推出了打造全市
首条公交高峰通勤线路的方案，并
面向社会征求意见。

“公开征求意见期间，济南交
警共接到市民热线意见86条，其中
反 映 公 交 专 用 道 的 6 2 条 ，占
72 . 1%，在62条建议中，支持开辟
公交专用道的53条，占85 . 5%。”济
南市交警支队交通规划研究室主
任田云强称。

此后，济南交警协同有关部门
就经七路-泺源大街一线开展交通

改造，截至7月底，省城经七路-泺
源大街双向公交专用道施划标线
已全部完成，公交专用道正式启
用，郎茂山路-阳光新路-经七路-
泺源大街一线公交专用车道连贯
成线，省城首条公交走廊正式形
成。

田云强介绍，经七路-泺源大
街沿线全部开辟双向公交专用道
里程共11公里，拉直沿线的公交港
湾就有18处。

“原有的公交港湾深度不足
以停靠一辆公交车，一直未发挥

港湾站台的公交停靠优势，因此
拉直公交港湾使公交到站停靠
和起步更加快捷方便。”田云强
说。

为杜绝社会车辆随意占用公
交车道通行现象，田云强称，经七
路泺源大街一线同时增设11套公
交车道抓拍设备。

据统计，改造前公交平均运行
速度仅13 . 2km/h，开设公交专用
道后为15 . 6km/h，公交车辆平均
速度提高了18%，公交车辆平均运
行时间减少6 . 3分钟。

18处公交港湾拉直，增设11套电警保公交畅通

为充分利用道路资源，在经七
路泺源大街一线两侧辅路内，交警
部门开辟出3 . 25米宽的集散车道，
以满足单位车辆进出和路口右转
通行需求。

同时在辅道上的集散车道和

非机动车道之间，交警部门还安装
了机非隔离护栏进行硬隔离，以保
障3 . 75米宽的慢行交通连续畅通。

“改造还取缔了原本位于辅道
上的968个占道停车泊位。”田云强
称，占道停车位被取缔后，机动车

再占用辅道空间停车将按违法停
车依法处罚。

路边停车被取缔了，考虑到营
运出租车上下客存在临时停车需
求，在道路两侧的绿化带开口之间
因地制宜设置出租车即停点34处。

取缔968个占道车位，新增34处出租车即停点

由于改造道路较长，部分路口
交通情况较为特殊，交警部门因地
制宜实施“个性化设置”。在杆石桥
路口、历山路和平路口西进口，济
南交警分别增设左转公交车专用
车道、直行待行区。

“杆石桥路口是典型的多叉路
口、畸形路口、易堵路口。”田云强
称。

改造中，交警将杆石桥下东向
西北侧机非隔离护栏向北偏移，在

满足非机动车通行空间的条件下，
增设左转公交车专用车道，使直行公
交车与左转公交车分离；杆石桥西向
东方向则利用绿化带东侧空间设置
左转公交车待行区，以分离由西向东
直行和由西向北左转公交车。

历山路和平路口西进口仅设
置一条直行车道，直行交通压力较
大，为提高由西向东直行通行能
力，增设了直行待行区近30米，每
个信号周期较以前多通行4至5辆

车。
“路口设置直行待行标志箭头

灯1组，直行待行标志箭头灯在直
行绿灯前7秒亮起，提高了直行车
辆通行率。”济南交警支队交通处
副处长王峰介绍

据交警介绍，南门大街与泺文
路之间路段北侧集散道设定为专
用左转车道，受泺文路施工影响，北
侧左转车道暂停启用，同时该段道
路公交专用道暂不按专用道管理。

部分路口设直行待行区、左转公交车专用车道

本报8月18日讯（记者 孟燕）
18日，济南公交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已完成 5 条高峰通勤线路规
划，包括济南大学至公交祝甸车
场、唐冶至洪楼等。下月将在首条
公交走廊上开通高峰通勤线路。

18日，济南公交总公司副总经
理谢刚介绍，近期，随着经七路-泺
源大街客运走廊公交专用车道建

设完成，公交部门将适时开通济南
大学至祝甸公交车场线路的高峰
通勤线路。“这条线路有望下月开
通，将连接南辛庄西路-阳光新路-

经七路-泺源大街-和平路客运走
廊，途经营市街、泉城广场、甸柳庄
等重要交通节点，较好地满足沿线
居民的出行需求。”

另外，济南公交相关负责人表

示，唐冶至祝甸也将开通高峰通勤
线路。“这 5 条线路都将采用大站
快车形式，像现在的 2 0 1、2 0 2路。
平均 1公里设站，一站相当于普通
线路的两站，根据客流情况，往返
可能不是同一个路线。”该负责人
表示，高峰通勤线路的开通需要公
交专用道及其他交通配套设施的
完善。

公公交交走走廊廊下下月月开开高高峰峰通通勤勤线线路路

本报记者 王兴飞 实习生 徐慧敏

头条链接

改造后的泺源大街双侧都设立了公交车专用车道，从而打通了省城首条公交车
专用走廊。 本报记者 王兴飞 摄

经七路泺源大街上增设了34处出租车即停点。 本报记者 王兴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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