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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出台公共交通规划，五年新增17条公交线

城城区区1133条条路路将将建建公公交交专专用用道道

4条主线

环泰山风光旅游绿道（1号线）

徂徕山森林公园旅游绿道（2号线）

大汶河海岱文化旅游绿道（3号线）

泮河两岸亲水休闲绿道（4号线）

10条次线

泰山东环绿道（5号线） 长城路绿道（10号线）

冯庄河绿道（6号线） 龙潭路绿道（11号线）

东岳大街西段绿道（7号线） 博阳路绿道（12号线）

灵山大街绿道（8号线） 西部乡镇生态绿道（13号线）

万官大街-桃花源路绿道（9号线）东部乡镇生态绿道（14号线）

泰安绿道规划出炉

1144条条城城市市绿绿道道
串串起起特特色色景景区区

近日，泰安市制定《泰安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修编(2015—2020年)》，五年期间，
泰城中心城区公交线路将由39条增加至56条，新增方特到恒大城、光彩大市场到道
朗、易初莲花到满庄等17条公交线。同时规划镇区(城区-乡镇)公交线路10条，镇镇(乡
镇-乡镇)公交线路6条，镇村(乡镇-村庄)公交线路29条，泰城到大津口、山口等乡镇
都将开通公交车。东岳大街、泰山大街、灵山大街等13条城区道路将建公交专用道。

近日，泰安市规划信息网发布《泰安市绿道规划
(2015-2030)》批前公示，将以城区为中心，规划形成一
横、两纵、三环的市域绿道系统；还将规划14条城市绿
道，总长度约530公里。规划期限为2015年-2030年。

本报记者 杨思华

市域绿道将建成

一横、两纵和三环

市域绿道将以城区
为中心，结合市域水域资
源、森林资源、湿地、水库
等，形成一横、两纵、三环
的绿道系统。

其中，“一横”为结合
省道331和省道103连接
东平城区、泰安城区、新
泰城区，形成东西贯通的
市域绿道；“两纵”为连接
肥城城区—宁阳城区，连
接泰安城区—宁阳神童
山森林公园；“三环”指结

合大汶河、柴汶河及市域
内森林公园而形成的生
态绿道。

西北环线，泰安市城
区 — 金 牛 山 — 肥 城 桃
园—东平湖—腊山—大
汶河；南环线，大汶口
镇—神童山—宁阳县城
区—东平湖—腊山—大
汶河；东南环线，泰安市
城 区 — 徂 徕 山 — 牟 汶
河—柴汶河—新泰市城
区—青云湖—莲花山。

14条城市绿道分为

4条主线10条次线

泰安市规划区范围，
为泰山区和岱岳区行政
辖区(包括泰安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和泰山风景
名胜区)，总面积2087平
方公里。

城市绿道将结合泰
安市规划区内自然山水
格局、旅游资源等空间分
布及现状交通状况，共规
划14条绿道，分为4条主
线、10条次线。(见表格)

近期建设5条绿道

串联周边特色景点

在配套设施规划方
面，共规划10个一级驿站
和27个二级驿站。配套设
施包括信息标志牌、指路
标志牌、规章标志牌及警
示标志牌等标识设施。
亭、廊、棚架、座椅等休息
设施。公共厕所、垃圾容
器、照明、停车场等基础
设施。

据了解，规划建议近

期建5条绿道，串联泰城
周边最具特色的景点，5
条绿道总长度约270公
里，分别为环泰山风光旅
游绿道、泮河两岸亲水休
闲绿道、大汶河海岱文化
旅游绿道 (泮河至大汶
口)、龙潭路绿道(环山路
至大汶河东岸)、万官大
街-桃花源路绿道绿道
(桃花源路至天烛峰路)。

本报记者 王世腾

规划还设置14个公交
停车保养场，其中保留现状
8个，新增 6个，总面积约
42 . 4公顷。规划共16个公交
枢纽站，其中现状保留3个，
现状停保场改作枢纽站1
个，新规划12个，总面积约
4 . 35公顷。包括4个对外换
乘枢纽、9个市内公交枢纽、
3个城乡公交枢纽。

规划共42-50个公交首
末站，其中现状保留12个，

新规划30-38个，总面积约
12 . 8-14 . 94公顷。规划6个
公交加气站，其中现状保留
2个，结合停保场、枢纽站规
划3个，新规划1个。

规划形成“八横五纵”
公交专用道网络。“八横”分
别为东岳大街、泰山大街、
灵山大街、泮河大街、万官
大街、南天门大街、中天门
大街以及一天门大街部分
路段。“五纵”分别为长城

路、迎胜路、龙潭路、温泉路
以及天烛峰路部分路段。

规划4条地面快速公交
线路，形成“两横两纵”网络
布局。针对泰安旅游特色，
规划6条旅游公交专线。

目前，规划正在进行批
前公示，公示时间为11月6
日至12月6日。如有建议或
意见，请拨打电话8293996
或 书 面 提 出 发 至 邮 箱
Tasghjbyzx@163 .com。

13条道路将建 公交专用道

泰城与13个乡镇

将开通公交车

据了解，《泰安市公共
交 通 专 项 规 划 修 编
(2015—2020年)》的规划
范围分为两个层次，一是
中心城区：《泰安市城市总
体规划(2011-2020年)》确
定的中心城区范围，城市
建设用地面积147平方公
里。二是城市规划区：《泰
安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
2020年)》确定的城市规划
区范围，即泰山区和岱岳
区行政辖区，总面积2087
平方公里。

根据规划，泰城中心
城区共规划56条公交线，
其中现状公交线路39条，
新增17条。在现有39条公
交线中，1路、9路、10路、14
路、18路等14条公交线路
进行调整。

新增方特到恒大城、
光彩大市场到道朗、易初
莲花到满庄、粥店中学到
易初莲花、泰安高铁站到
南上高等17条公交线。

规划镇区(城区-乡
镇)公交线路10条，镇镇
(乡镇-乡镇)公交线路6
条，镇村(乡镇-村庄)公交
线路29条。目前泰城到道
郎、夏张、马庄、大津口、山
口、黄前、下港、祝阳、范
镇、角峪、徂徕、化马湾、良
庄13个乡镇，将开通公交
车。

道朗镇到夏张镇、夏
张镇到满庄镇、北集坡到
邱家店、徂徕到山口、角峪
到化马湾6条镇镇公交线
也将开通。

此外，还将开通29条
乡镇到农村

的公交线
路。

泰城新增17条公交线

规划10条城镇公交线

201 泰山汽车站-光彩大市场-道朗

202 泰山汽车站-光彩大市场-夏张

203 光彩大市场-满庄-马庄

204 泰山汽车站-泰安汽车东站-大津口

205 泰安汽车东站-省庄-山口-黄前-下港

206 泰安汽车东站-省庄-祝阳

207 泰安汽车东站-省庄-范镇-角峪

208 泰安汽车东站-邱家店-徂徕

209 泰安汽车东站-邱家店-下马湾

210 泰安汽车东站-北集坡-良庄

线路 走向

H1
方特欢乐世界、环山路、温泉路、万官大街、恒
大城

H2 光彩大市场、泰山大街、道朗

H3 高铁站、龙潭路、灵山大街、天外村

H4
高铁站、岱阳大街、长城路、东天门大街、凤翔
路、配天门大街、龙泉路、南部新区

H5
易初莲花、东岳大街、迎胜路、冸河大街、长城
路、满庄

H6
政务大厅、南天门大街、凤翔路、配天门大街、
龙腾路、一天门大街、北集坡

H7
南部新区枢纽、中天门大街、长城路、配天门大
街、凤翔路、正阳门大街、凤天路、北天门大街、
龙潭路、中天门大街、南部新区枢纽

H8
冸河公园、望岳西路、望岳东路、迎胜东路、龙
潭路、环山路、红门

H9
温泉路、东岳大街、南关大街、正阳门大街、政
务大厅

H10
泰山国际汽配城、天烛峰路、灵山大街、泰安汽
车东站

H11
粥店中学、凤凰路、泰山大街、长城西路、东岳
大街、望岳西路、易初莲花

H12 泰安高铁站、泰东路、冸河大街、南上高

H13
宝龙城市广场、温泉路、岱宗大街、擂鼓石大
街、东岳大街、泰山学院

H14
政务大厅、长城路、配天门大街、龙泉路、一天
门大街、龙潭路、天颐北路、龙腾路、规划小区

H15
易初莲花、东岳大街、迎胜路、龙泉路、配天门
大街、长城路、中天门大街、南部新区枢纽

H16
泰山国际汽配城、天烛峰路、东岳大街、博阳
路、旅游快速路、北集坡

H17
南部新区枢纽、迎胜路、一天门大街、龙潭路、天
颐南路、滨水景观大道、龙游路、徂徕山入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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