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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错峰峰上上班班上上学学该该咋咋““错错””？？ 代代表表委委员员观观点点大大碰碰撞撞

今 日 济 南 C03

本报记者 刘雅菲 王皇
喻雯 范佳 万兵

其实，早在2004年济南就曾经
尝试过错峰上下班。涉及的单位主
要是济南市党政机关以及有行政管
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由于当时大多
数单位实行“朝八晚六”的上下班时
间，错峰单位将早晨上班时间推迟
半小时，下午5点下班。

据了解，由于当时汽车数量较
现在少得多，这种错峰上下班的制
度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12年过
去，情况也有了改变。根据此前济南
市车管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济
南市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167万
辆，小型汽车在增量中占到9成以
上。

同时，以目前的情况看，不少企
事业单位上下班时间并不一致，实
质上已经实现了错峰。在高新区从
事 IT行业的小张上班就是典型的

“朝九晚五”，在千佛山附近一家公
司上班的胡先生则是早上8:30到单
位、下午5:30下班。由于工作性质原
因，胡先生一周还有两天是下午4:30

下班。
“错峰上下班的目的是让大家

别挤在一个时间出门，削低峰值。但
现在早高峰已经是从7点一直持续
到9点，下午从5点开始也有两个小
时的晚高峰。这种情况下继续采取
错峰出行措施，效果就没那么大
了。”山东大学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
心主任张汝华说。

此外，车辆太多、高峰期延长，
也意味着可利用的低峰期减少了。
这些都会直接影响错峰上下班政策
的效果。届时，不仅拥堵状况没有缓
解，对市民的工作和生活还会带来
很大不便。

2012年10月中旬，济南首条
“潮汐可变车道”正式启用，这条
车道在高新区舜华路南段(经十
路和舜华路交叉口至舜华路和菠
萝山路交叉口)，全长约500米，车
道东西两侧装有太阳能发光道
钉，车道的通行方向由LED标志
牌和发光道钉来提示。

高新区舜华路潮汐车道，每
天16时至19时，由北向南行驶，为
左转车道，其他时间该车道由南
向北行驶，为一条直行车道。潮汐
车道还会按照该路段的交通流量
规律，及时调整行驶规则。随后二
环东路旅游路路口再现一条潮汐
车道，建设路的潮汐车道也已正
式投入使用。

去年6月份，旅游路从千佛山
南路到转山西路之间设置了潮汐
车道，晚高峰进城方向为3排车
道，出城方向为2排车道。其余时
段，出城方向为3排车道，进城方
向为2排车道。潮汐车道设置后，
拥堵现象的确缓解了不少。

山东大学交通规划设计研究
院张汝华介绍，设置潮汐车道是
交通管理上经常使用的一个措
施，主要是针对早晚交通流量不
同情况，对有条件的道路，开辟某
一车道不同时段内的行驶方向的
变化，以此来提高道路资源的利
用率，缓解交通拥堵，作用还是比
较明显的。

针对错峰上下班，也有专家
认为，这种措施可能起到相反的
效果。山东大学交通规划设计研
究中心主任张汝华认为，错峰上
下班其实是从时间上给了小汽车
更多可以挖掘的资源，尽管一部
分人在低峰期上班一定程度上可
以缓解高峰拥堵。但从长远来看，
实行该政策后选择开车的人会更
多，“实际是满足和迁就了小汽车
出行的愿望”，反而会刺激小汽车
数量增长。

张汝华认为，错峰上下班的

政策不难实行，但如果想治堵，或
许应该换一种思路。“现在的车已
经很多了，我们要做的不是迁就
适应它，而是改变发展模式。”张
汝华说。而且为了多开车不惜早
出或者晚归，本身并不符合发展
宜居城市的理念。

这种情况下，要实施错峰上
下学或上下班，前期的科学调研
必不可少。政协委员、济南市半导
体元件试验所技术部主管、高级
工程师曲鲁说，推迟上学时间如
果实施，将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

身的措施。所以需要做好充分的
研究。

“大数据等科技已经发展到
了一个高度，到底行不行得通，要
用数据说话，可以通过模拟场景
实验来研究。”曲鲁说，越是影响
面大，就越要科学研究。

政协委员、章丘市教育局局
长李忠新说，推迟上学如果真的
对治堵有效，学校可以尽力安排。
但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影响
家长、学校和社会，需要统一协
调。

针对如何治堵，18日，济南市副
市长王新文表示，济南目前正在研
究错峰上下班的方案，例如将小学
生上课时间从8:10推迟到9:10，实现
错峰上下学。一位济南市教育相关
人士表示，前段时间针对小学上学
时间推迟一小时确实有过内部调
研。对这种治堵方式，19日多位政协
委员谈了自己的看法。

政协委员、济南市教育教学研
究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刘明辰
对推迟上学时间比较赞同。“从孩
子本身的作息时间来看，8点上课，
7点半到校，6点多就要起床，很多
小学生都起不来、睡不够。孩子还
在长身体的阶段，起得太早对身体
发育也有影响。”刘明辰说，现在不

少家长睡觉时间晚，孩子晚上也不
愿意早睡觉，推迟一小时上学，孩
子和家长的作息步调能统一。

而这推迟的一个小时，可以通
过上午推迟半小时，下午推迟半小
时，上午和下午之间的午休时间缩
短半小时实现。推迟半小时后，下
午4点半左右的放学时间可以推到
5点左右，刚好与家长下班时间相
吻合。

记者了解到，目前不少孩子中
午时间在小饭桌度过，而午休时不
少孩子还在玩闹，即便有小饭桌阿
姨监督，仍有不少孩子不睡觉。下
午由于放学时间早，还有一些孩子
要待在托管机构等家长下班后才
能回家。

错峰能让孩子睡个好觉，但恐
怕要苦了不错峰的家长。多数委员
认为，推迟孩子上学还要考虑家长
送孩子的问题，是否真能改善拥堵
也需多加论证。

济南市政协委员、市教育教学
研究院党总支书记、院长方辉认
为，孩子背后是一个家庭，推迟孩
子上学时间是否能改善交通、是否
有可操作性需要总体考虑。

济南市政协常委黄明也表示，
孩子晚上学一小时，可是家长还是
得那个时间上班，如果家长早把孩
子送到学校，对于学校的管理和孩
子的安全都不好。“这个事情必须提

前做好调研，看送孩子的车辆对交
通的影响有多大，如果影响并没有
多少，却只是单纯地延后孩子的上
学时间的话，那也没有太大的效
果。”

记者了解到，目前济南市的大
部分中小学8点左右开始上课，孩
子们一般7点半就到学校。上学时
间都在家长的上班时间之前，多数
家长先把孩子送到学校，然后再从
学校去上班。一旦孩子错峰上学，
家长就会变得很被动，甚至可能要
另找家人或托管机构完成送孩子
的任务。对于治堵来说，反而凭空
多出一次出行高峰。

孩子错峰上下学效果未可
知，对上班族来说，错峰上下班也
不见得一定对治堵有用。“错峰上
下班，我认为是一种治标不治本
的措施，短期内可能有效，但是很
难形成一种长效的机制。”济南市
人大代表、山东鹏飞律师事务所
主任傅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反
对。

他认为，不同行业的工作时
间和特点都不一样，不能“一刀
切”。这种错峰上下班，更多的还
是要靠企业方面的作为。从企业
的角度来说，公司的实际情况、不
同的岗位都会影响到这种政策的

运行情况。
根据劳动法的规定，每个岗

位的工作时间是8小时。举个例子
来说，朝九晚五，如果延时一个小
时，就改成了朝十晚六。职工工作
的时间和状态会有系列的连锁反
应到住房、生活等各个方面，还有
照顾家庭和孩子，如果上班的时
间晚了，下班的时间自然也要晚，
就会连锁地打乱整体的生活。

此外，以企业为例，在实际的
工作中，会跟很多部门去打交道，
如果工作时间出现调整，是否能
跟合作或是有业务往来的单位有
冲突，这些都是需要统筹考虑的，

如果不全盘规划好，也会给工作
带来负面的影响，最直接的就是
工作效率和效果。

“在工作过程中，可以根据岗
位的不同实行错峰上下班，或对
特殊群体特殊照顾，但是不要全
部‘一刀切’。”傅强说，比如有的
公司同意孕妇晚一小时上班，早
一小时下班，就是从她们的实际
情况和安全角度考虑的，让她们
避开上下班高峰。”傅强认为，错
峰上下班是一种人性化举措。“实
施部分错峰上下班可能效果更
好，如果都实行错峰了可能反而
没有效果了。”

观点：错峰有可能反而刺激小汽车增长

建议三：根据岗位不同，人性化错峰建议一：上午下午各推迟半小时

建议二：孩子错峰了，家长也一起“错”吧

高德地图最新发布
的《2015年度中国主要城
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
拥堵程度济南排名第二。
记者梳理了济南曾经出
台的治堵措施，包括潮汐
车道、逆向左转车道、临
时单双号限行等等，从中
探寻这些治堵措施的功
过利弊。

那那些些年年我我们们一一起起经经历历的的治治堵堵招招数数

本报记者 张玉岩

头条链接

12年前济南曾

尝试错时上下班

济南已经历过三次单双号限
行。第一次实行单双号限行是在
2009年全运会期间，限行时间为
2009年10月13日至10月28日，每
日7时至19时，

第二次实行单双号限行是为
战霾而限号。持续十多天空气重
度污染后，济南市政府2013年1月
15日紧急出台了措施，其中之一

就是机动车单双号限行。1月16日
至17日14时，济南市开展了近两
天的单双号限行政策。

第三次单双号限行则是在
APEC期间，从2014年11月6日起，
山东济南、淄博等6市实施最高一
级空气重污染应急减排措施，自
11月7日0时至11月12日24时，济
南市实施单双号限行。

张汝华介绍，单双号限行需慎
重一些，单双号限行作为一种临时
应急性措施，是一种解决道路拥堵
的方式，但是作为常态化措施，其弊
端也是很明显的。首先就是给大家
出行带来不便，其次就是刺激小汽
车增长。这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
如停车问题，单双号限行作为长期
的措施来使用还需要慎重。

济南市街头出现的第一条“可
变车道”位于经十路环山路路口，
2012年7月份设置，这种车道长度约
三四十米，在十字路口中央护栏提
前打开口子，主要作用就是为了增
加左转车辆的通行量。目前，在经十
路环山路路口、历山路路口、千佛山
路路口等均设立了这样的可变车
道。欲左转的车辆可进入位于逆向

车道里的可变车道，这样每个左转
信号可以多通过8-10辆车。

在一些可提前左转掉头的路
口，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通行率，
不过也有一些弊端。市民张先生
说：“如果逆向车道上没有车，司
机通过提前掉头的路口通行，可
以缓解拥堵。但是很多司机在逆
向车道车辆正常行驶的情况下也

提前掉头。这样一来，很容易造成
逆向车道上拥堵。”

张汝华介绍，与潮汐车道一样，
逆向可变车道，也是充分利用道路
资源的一种手段。这种方式在经十
路上利用了不少，在十字路口前提
前开口，利用对向车道没有车的机
会，实现掉头行驶，这可以分流左转
车，让左转车辆更好地通行。

潮汐车道：

缓解潮汐交通挺见效

左转逆向车道：每个信号多过10辆车

单双号限行：常态化还需谨慎

19日，高德地图发布
《2015年度中国主要城市
交通分析报告》，济南勇
夺榜眼，成为仅次于北京
的堵城。与此同时，济南
两会上代表委员针对如
何为济南治堵建言献策。
其中，错峰上下学或上下
班成为不少人关注的焦
点。

本报记者

刘雅菲 王皇 喻雯

范佳 万兵

交通高峰时段，省城主干道经十路堵成“停车场”成为常态。 (资料片）
本报记者 周青先 实习生 刘海天 摄

“左转可提前逆行”措施使路口通行能力得到提升。(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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