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观“城市病”

交通拥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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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优先可以，但得科学透明决策

12日，济南市交警支队政委曹凤
阳介绍了2015年济南市交通情况：

◎机动车 167 . 5万辆

新增机动车22 . 6万辆，机动车
总保有量达到167 . 5万辆，汽车154 . 1

万辆，同比增长15 . 52%。

◎司机 203 . 45万人

新增机动车驾驶人23 . 15万人，
驾驶人总量达到203 . 45万人，同比
增长19 . 73%。

◎交通违法 358万起

全年查处交通违法358万起，其
中非现场执法312万起，占87%以上。
其中，酒后驾驶6957起，醉酒驾驶
1050起，无证驾驶22974起，超速66万
起；行政拘留1498人，因醉驾刑事拘
留1050人。

◎交通事故 169233起

全年接报交通事故169233起，
同比增加10088起，上升6 . 34%。“货
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死亡186人，摩
托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死亡166人，
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死亡48

人。”曹凤阳说。据此，货车和摩托车
酿祸致死人数占总数近9成。

本报记者 王兴飞

数读2015济南交通

400人死于车祸

近半因货车出事

“体验过才意识到，我们生活
的空间几乎塞满了机动车，车多
了，路上堵了，空气差了，生活质
量下滑不少。”1月9日晚上，济南
市民王女士和家人在泉城路都看
完电影了，回家路上依然还堵成
一片。再回想去年9月老城区的慢
生活体验，她不禁感慨，“车多了
真不是好事”。

随着机动车无限量增长，城
市空间正逐渐被汽车主导。济南
市交警支队支队长王宗岩表示，
如果现有政策不改变、行动不改
变、理念不改变、城市规划不改
变，2020年济南市机动车保有量
将达到217万，节假日严重拥堵将
彻底成为常态。

9日，记者再次来到济南老城
区，慢生活体验期间明显慢下来
的氛围早消失殆尽，泉城路等路
段依然挤满了机动车，公交车也
寸步难行。

济南市城市交通研究中心主
任刘彤表示，推行慢生活街区，对
引导市民改变出行习惯有积极意
义，但体验过后，是否在济南建设
常态慢生活街区却迟迟没有下文。

6日，在省委常委、济南市委
书记王文涛主持召开的研究城
市交通工作专题会议上，济南市
公安局负责人作了《关于我市城
市交通拥堵治理有关情况的报
告》，首次明确将在今年推进慢
生活街区建设，除了继续推进并
于2016年国庆节前完成护城河

“慢生活街区”建设，还将适时启
动经十一路商圈、经二路华联商
圈、花园路洪楼商业圈等3处繁
华区域的“慢生活街区”建设筹
备工作。这意味着济南不仅要突
破慢生活街区零的纪录，数量上
还有望很快达到4个。

近日，济南交警介绍，济南交通
拥堵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早晚高
峰交通流量达到或超饱和，平均车速
约22公里/小时，40%路段属于“较大延
误”（趋于饱和），20%路段属于“严重
延误”（达到饱和）。二是，交通拥堵从
点状、线状向片状的区域化方向发
展，城区道路易发拥堵路段64处（主
干路占46%），易发拥堵点187个。

造成上述状况主要有七个因素：
一是，中心城区交通量聚集，

7 . 9%的市区面积集中了全市30%的机
动车出行量，早晚高峰上下班（学）交
通流占比80%，小汽车出行占比15 .5%。

二是，小汽车向高增长、高强度、
非理性使用发展。济南有车市民工作
日平均用车频率为2 . 9次/日，节假日
为2 .5次/日。

三是，城市路网密度偏低，结构
比例不合理。济南主城区路网密度
为4 . 81km/k㎡，达不到国家规范要
求（5 . 6-7 . 4 km/k㎡）的下限，主、次
干路和支路比例为1:0 . 56:0 . 63，次干
路、支路占比低，不符合国家1:1 . 3 :
3 . 5的比例标准。

四是，公共交通承载能力和分
担率不高。济南市公交出行分担率
仅为25%。

五是，慢行交通系统功能薄弱。
六是，停车资源供需矛盾突出，

停车位缺口达74 . 15万个。
七是，城市交通管理缺少强有力

的综合协调机制。本报记者 王兴飞

□ 龚海

“不搞小汽车限购也不搞限号，而
是限路。”12日，有网友评论济南增加
公交专用道以治堵的做法。

根据济南治堵的十大新举措，
2016年将是济南市区公交专用车道
“大肆扩张”的一年，不仅有多条道路
增加公交车道，还有“在经十路打造双
向四排公交专用道”这种让人眼前一

亮的大动作。以公共交通为导向已成
为解决城市拥堵的共识，提高公交车
路权可以，但如何保证有限道路被合
理高效利用却考验着决策者的水平，
而且出台政策本身更需公开透明。

城市发展到底应该是“车本位”还
是“人本位”，这背后一直是对路权的
争夺。我们固然要屏除小汽车为思维
导向的发展战略，让小汽车使用者付
出合理的代价，但如何合理分配道路

资源，却需要科学考量。保证公交优先
是前提，但绝不是一划了之，划设公交
专用道应该从提高城市整体运输效率
的角度来考虑，这就需要大量的实地
调研为决策做支撑，诸如这条道路上
有多少公交车，划出公交专用道后，对
提高整体运输效率有多大提升，交通
平峰期会不会浪费大量道路资源……
这意味着决策部门需要把工作细化，
并给路权调整涉及的各利益方一个说

法。
作为公交优先做得比较好的杭

州，其划公交专用道就有一条标准，经
过测算，只有单向三车道的道路每小
时行驶公交车超过160辆，才会划公交
专用道。每个路段的公交专用道都应
该采用最有利于提高整体交通效率的
方式，消除一些增加拥堵的因素，而不
是根据上级下达的公交优先任务，自
己关着门画图，拍脑袋决策。

早晚高峰车速

仅22公里/小时

商圈周末爆堵成新常态

济济南南拟拟建建44处处慢慢生生活活街街区区
早在去年，济南交警就

在济南老城区打造了三天的
慢生活街区体验，而根据规
划，今年济南将继续打造慢
生活街区，除继续推进此前
的护城河“慢生活街区”建设
外，还将适时启动经十一路
商圈、经二路华联商圈、花园
路洪楼商业圈等3处繁华区域
的“慢生活街区”建设筹备工
作。这意味着真正的慢生活
街区要在济南扎根了。

山东省旅游规划设计研
究院院长陈国忠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慢生活在国际上是
一种先进的理念，主要有三
个特点。“一是没有快速的交
通工具，以低碳环保的交通
工具为主，二是提倡出行和
工作的一种生态方式，三是
要有与之匹配和适应的慢环
境，比如慢行绿道和休闲娱
乐场所等等。”

打造慢生活街区，限制
机动车通行是首要前提，但
如何限却是一个系统工程。

“打造慢生活限制了机动车
的出行，但人们出行的需求
不会因此减少，要把限行坚
持下去就必须通过其他方法
满足出行需求，比如周边设

置停车场、规划设置摆渡公
交线路。”业内人士张先生表
示，慢生活区集吃、住、行、
游、购、娱多功能于一身，这
是一个“大人文生态系统”，
随着其日渐成熟，将对居民、
游客产生越来越大的吸引
力，交通出行也将增加更大
压力。

事实上，建设、推广慢生
活街区需要经历阵痛期。去
年仅3天的慢生活体验，不仅
对周边交通产生了压力，也
对周边商业综合体产生一定
影响。山东恒隆地产工作人
员罗以恒表示，当时限行三
天，恒隆广场车流、人流明显
下降。济南世茂国际广场工
作人员梁莉也介绍，“9月19

日、20日、22日限行那三天，
客流量减少了5000人左右，
销售额减少100万元左右。”

“慢生活街区应当是一
个让人想 慢 下 来 ，能慢下
来，喜欢慢下来的所在。”
陈国忠说，按照这个标准，
目前尚未建设慢生活街区
的济南仍处于“想慢下来”
的阶段，短期尝试也证明
济南完全具备“能慢下来”
的能力，但让市民如何达到

“喜欢慢下来”，将考验政府
部门智慧。

“打造慢生活不只是交
警一个部门的事儿，需要各
部门配合协作，也需要市民
的理解支持。”济南市交警支
队副支队长段富勇说。

本报记者 王兴飞 李阳

10日上午，记者分别前
往济南经十一路商圈、经二
路华联商圈、花园路洪楼商
业圈等3处区域探访。

经十一路商圈紧挨英雄
山公园，又有人防商城、新世
界商城等商业综合体，不论
是旅游景点还是商业氛围，
对游客和市民都有独特的吸
引力。

适逢周末，人防商城等
几大商业综合体中，上午11
点左右所有停车场都已爆
满。而要将经十一路商圈打
造成慢生活街区，必然会限
制汽车通行。

“这条马鞍山路车不少，
拥堵一直很常见。”私家车主
郑先生表示，如果这一片区

限制机动车出行，势必会加
大临近的经十路等路段的交
通流量。况且经十一路商圈
还分布着信义庄社区以及多
家单位宿舍，居民拥有的小
汽车数量很多，再加上各驻
区单位，还有更多社会车辆
要通行该区域。

在经二路华联商圈，华
联商厦和西市场周边十分热
闹，“这里好像除了能购物，
周边也没有什么娱乐休闲场
所。”在华联商厦购物的市民
陈女士说，在此建慢行街区
挺好，但商圈供市民休闲的
场所太少。

西市场一位摊主则无法
想象在此建慢行区，他说，

“如果限制机动车出行，批

发、送货、发货的三轮车就会
受限，这样一来西市场还怎
么做生意？”

历城区花园路素有该区
第一商业街的美誉，10日上
午10点多，花园路北侧洪楼
商圈聚拢的人气已经十分可
观，不论是商场、教堂、洪楼
广场、山东大学洪楼校区，都
对市民形成了不小吸引力，
而作为济南不多的横贯东西
的主干道，花园路车流量也
很大。“花园路是商圈里最繁
华的，让花园路限行也不大
可能。”在山大洪楼校区读大
三的小陈表示，在商圈北部
区域限行可能容易些，但那
里繁华程度“降了好几个档
次”。

探访 从道路到出行，仨商圈都挺堵

专家 发展慢生活区得多部门协力

规划

慢生活街区

将从“0”变成“4”

2015年9月22日，济南将
“老城区”划为慢生活体验区，泉
城路限制机动车通行后，市民们
悠闲地散步购物，泉城路成了名
符其实的步行街。（资料片）

本报记者 周青先
实习生 刘海天 摄 济南拟建 个慢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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