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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九客专将经临清、

聊城、菏泽入河南

据了解，《山东半岛城市群
快速铁路交通网规划修编》的
规划年度为近期2020年和远期
2030年，以“市市通高铁”为目
标，建设以省会为中心的“1、2、
3小时快速铁路交通圈”。规划
实施后，将实现省会济南和青
岛至周边城市之间1小时交通
圈，实现济南省会都市圈交通
同城化的需要；济南至省内主
要城市形成2小时的交通圈；省
内地级市之间形成3小时交通
圈。

铁路建设是一项投资巨
大、投资回收期长的基础设施
项目，需要循序渐进、规范化发
展、分步分批进行。根据规划，

参照国家发改委批复的山东半
岛城市群城际轨道交通线网规
划，在青连铁路、石济客专、济
青高铁的基础上，我省在近期
(2020年前)建设的线路有鲁南
快速铁路通道(兰考-菏泽-济
宁-临沂-日照)、济南至聊城高
铁、潍坊至莱西高铁、济南至莱
芜高铁、济南至滨州至东营高
铁5条高铁线路，规划里程合计
1011公里。

根据远期规划，适时建设
京九客专山东段、东部南北新
通道(天津-滨州-东营-潍坊
-临沂-连云港)、莱西至海阳
至荣成高铁、莱芜至曲阜高
铁、潍坊至烟台高铁、曲阜至
枣庄高铁、枣庄至徐州高铁等
7条高铁线路，以及德州至滨
州 城 际 、青 岛 至平度市郊铁
路、枣庄至临沂城际等3条城

际、市郊铁路，规划里程合计
1679公里。

其中，京九客专山东段将
从临清开始，向南依次经过聊
城、菏泽进入河南境内，山东段
长度为278公里，是国家中长期
铁路规划中的重大路网干线，
将开辟南北新通道。潍坊至烟
台高铁是济南至滨州至东营高
铁向烟台方向的延伸，经潍坊
滨海新区、莱州、龙口、蓬莱等
地，被称为“环渤海高铁”，线路
长度280公里，开辟了东部沿海
城市与京津之间交流的新通
道。

今年底荣成和

阳谷有望通高速

根据我省高速公路网中长
期规划，在“十三五”期间，我省

规划建设高速公路2600公里，
到“十三五”末，通车里程达到
7200公里，我省高速公路将通
达除长岛之外的所有县市区。
规划到2030年，全省高速公路
通车总里程达到7600公里以
上，形成“八纵四横一环八连”
的高速公路网络。

我省将积极推进荣成至文
登高速公路等16个在建项目的
建设进度，加快开工济青高速
公路扩建等 7 个条件成熟项
目，扎实推动巨野至单县高速
公路等18个“十三五”规划项
目的前期工作并尽早开工建
设。争取在2015年年底，高速
公路新增通达荣成和阳谷县，
2016年新增通达金乡、鱼台和
惠民县，2019年新增通达单县，
实现“十三五”县县通高速公路
的规划目标。

青岛崂山区首创公务出行电动汽车租赁模式

手手机机借借还还，，费费用用比比公公车车省省一一半半
手机APP轻轻一点就

可以随借随还，而且可以异
地还车，11月3日，全国首例
电动汽车分时租赁异地还
车“公务绿色出行微循环项
目”在青岛市崂山区正式启
动。据了解，该项目首批将
在崂山区18个停车场投放
50辆车，租赁费用每公里
0 . 25元、每分钟0 . 1元起，较
公车节省近一半的费用。今
后崂山区千辆公车将减少
一半，并推出电动汽车优惠
补贴政策，推动绿色环保出
行。

文/片 本报记者 陈之焕

通讯员 王涛

““十十三三五五””我我省省有有望望市市市市通通高高铁铁
除长岛外有望“县县通高速”，通车里程达到7200公里

本报记者 宋磊

近日，记者从相关渠道
获悉，我省启动了山东半岛
城市群快速铁路交通网规
划修编，并征求相关专家和
人大代表的意见。

“十三五”期间，我省将
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心城
市济南、青岛为核心，搭建

“三横五纵”线路主骨架，在
既有高铁通达7市的基础
上，其他10市全部实现高铁
通达；高速公路方面，在“十
三五”末，实现除长岛外“县
县通高速”，通车里程达到
7200公里。

无论在哪租车

都可异地还车

3日，崂山区“公务绿色出行
微循环项目”启动，今后公务员
出行将采用电动汽车租赁的模
式，不再单独配备公车，手机
A P P 轻 轻 一 点 就 可 以 随 借 随
还，而且可以异地还车。据悉，
这种“X点借X点还”的公务绿色
出行电动汽车租赁模式尚属全
国首创。

“加上执法车辆，目前崂山
区共有公车1000辆，项目的启动
一方面可以促进政府带头使用
环保能源电动汽车，另一方面也
能推进公车改革，公务员出行将
采取电动汽车租赁的模式。”崂
山区机关事务局副局长宋吉生
介绍，此次“公务绿色出行微循
环项目”已经在崂山区政府、金
融大厦、风景管理局、人力资源
大厦、北宅街道办事处、王哥庄
街道办事处、沙子口街道办事
处、中韩街道办事处、崂山文化
中心、科创委等18处停车场，投
建安装了充电设施并配备了北
汽E150、EV160、众泰云100等多
款新能源车型。

租用者无论在哪个充电服
务站租车，都可以根据情况到最
近的服务站还车。十分方便快
捷，这一模式也将在很大程度上
促进公车改革。下一步公车改革
后，崂山区公车至少减少到500
辆。

3日，记者在崂山区政府
东边的会展中心电动汽车租
赁场地上看到，首批50辆电动
汽车已经全部到位，与普通租
车模式不同，这些电动汽车的
租赁预订、取车、交车、支付全
部环节都可以通过手机APP完
成，随借随还，方便快捷。

在租车费用上，记者了解
到，从即日起到12月31日试运
营期间，这些电动汽车分时租
赁价格也在全国创新低。以众
泰云100为例，不收起步费，每

公里0 . 25元、每分钟0 . 1元，按
照租用1小时30公里计算，费
用仅为13 . 5元，全天租赁仅69
元，保障了新能源汽车使用环
节大幅度优惠；以北汽EV160
为例，每公里0 . 48元、每分钟
0 . 3元，全天仅99元。

“我们进行过相关测算，
以崂山区政府到王哥庄街道
办事处为例，全程30公里，2 . 0
排量的公车需要的费用大概
是50多元，而租赁电动环保汽
车的费用约为22元，节省了一

半多。”宋吉生介绍。
合作方特来电相关负责

人表示，分时租赁模式是把一
辆汽车在不同时段分配给不
同用户使用的时尚租车方式，
鼓励短时用车、衔接式用车，
与私家车相比可以大大减少
出行成本。据测算，每增加一
辆分时租赁用车，就会减少7
辆私家车的使用甚至购买，对
于缓解城市压力、减少污染物
排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费
用上也比私家车更为节省。

价格全国最低，租一天仅69元

年底前青岛将建一万个充电桩

据悉，目前，“公务绿色出
行微循环项目”已经建成18个
公车租赁点，其中10个可以异
地还车。首批“公务绿色出行微
循环”站点建成并投入运行后，
将结合崂山全区公车改革情
况，在驻区高校、科研院所、大
型购物中心、海水浴场、旅游服
务中心、大型住宅小区等区域，
投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3000

个，投放电动汽车300余辆，预
计2016年3月底前基本建成，形
成辐射全区、公私皆宜的“绿色
出行大循环”。

“目前我们在全市建设的
电动汽车充电桩已达6000余
个，年底将争取建设10000个充
电桩，并在崂山打造全国首个

‘新能源汽车3公里充电服务网
络示范区’。”青岛特来电股份

有限公司创新中心总监耿春海
介绍，目前家用型充电汽车的
最大里程均在150公里左右，在
此基础上测算出的充电站间的
极限距离应在5公里左右，因此
建设3公里充电服务网络是既
能满足充电汽车需求，打消驾
驶者的“里程忧虑”，也能防止
布局过密，重复投资的最优化
选择。

“未来崂山区将打造3公
里充电服务网络，一些超市、
景区、公共服务单位等都将
建设电动汽车充电桩，预计
11月底，全区将建成1823个
电动汽车充电桩，会展中心、
海洋大学、青岛大剧院、国信
体院馆等将全部覆盖，预计
2016年，市民也可享受电动
汽车租赁业务。此外，我们还
将出台具体政策，补贴新能
源汽车，企业也将降低充电
费用，居民租赁电动汽车出
行将更加便捷。”崂山区政府
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悉，目前青岛市已销
售电动充电汽车2000余辆，
租赁1000余辆，正在打造5公
里充电桩，到2016年3月份，
崂山区乃至青岛市市民均可
享受便捷的电动汽车租赁业
务，价格也有望更低。

明年市民也能

租到电动汽车

▲电动汽车租
赁、锁车、还车等业务
在手机APP上操作即
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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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崂山区公
务出行启用电动汽车
租赁以推进公车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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