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大代表支招治堵、停车难

建建立立体体车车库库，，能能否否有有补补贴贴

章丘将设开发区

和农口招商机构
本报1月19日讯（记者 范

佳 喻雯） 目前，招商引资、
项目建设、旧改棚改（包括征地
拆迁）已成为济南发展进程中
的“重头戏”。随着章丘撤县设
区步伐的加快，在这些方面也
有新动作。

“今年章丘将在‘精准’上
下功夫，增设开发区和农口招
商机构，瞄准‘高新、集群、链
条’，突出规划招商、以商招商、
产业链招商，集中优势力量引
进‘引爆型’项目。”济南市人大
代表，章丘市委书记江林介绍。

在旧改棚改和征地拆迁方
面，江林说，今年，章丘面临着
济青高铁、铁路货场南、济青高
速、城中村的旧改棚改拆迁等
征地拆迁任务，拆迁压力不小。

“我们将坚持不与民争利、阳光
征收、用群众工作方法‘三项原
则’，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章丘还将加快推进马安
村、体育公园东、铁路货场南、
城北片区二期等的改造，在今
年10月底前完成济青高铁片区
征地拆迁。”江林说。

此外，在扶贫方面，江林透
露，章丘将针对困难村民的致
贫原因和真正需求，进行“靶向
治疗”：对有劳动能力但是缺乏
资金、缺乏技术的困难户，实施

“开发式”帮扶；对需要临时救
助的困难户，实施“转化式”帮
扶；对于没有劳动能力的困难
户，实施“兜底式”帮扶。

停车位不足、停车难，成
了济南市民最为头疼的麻烦
之一。济南市人大代表、天桥
区北园街道凤凰山社区党委
书记张志成说，2015年底，济
南城区停车位缺口达到80万
左右，按照济南城区汽车保
有量的增长速度，缺口会越
来越大，停车难题也会越来
越严重。

“为解决车位严重不足，

城市可利用空间越来越小，
立体车库建设是可行之路。”
张志成说，空间利用率高，成
本低，还环保节能。但目前立
体车库在济南发展缓慢，其
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
立体车库项目中缺少相关资
金补贴补助，导致立体车库
寥寥无几。

“立体车库大约一个车位
2 . 5万元到3万元，建一个200

个车位的立体停车库，需要600
万元投入，这还不包括土地投
入等。”张志成说，一次性投资
大，收回成本缓慢。“为鼓励大
家建立体车库，建议政府财政
补贴。”

张志成建议，有关部门建
立立体车库发展规划，设立发
展立体车库补贴及资金补助，
从资金等方面重点扶持立体车
库建设。

加快城区南部

东西向轨交规划

本报1月19日讯（记者 王皇
刘雅菲） 济南市政协委员、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邵莉在大会发言时建议，济南
市应加快城区南部东西向轨道
交通规划建设。她说，轨道交通
第二轮规划正在提速，明确了

“环线+放射”的结构布局。轨道
交通R1、R2、R3中只有R2线是
东西向轨道快线，主要利用胶
济铁路走廊走北部城区，连接
西客站、济南站至东部郭店。集
聚巨大交通客流的南部城区亟
需东西向、长距离、大运量轨道
交通，以解决带状城市交通问
题。

她建议，优先加快城区南
部东西向轨道交通骨干线的规
划建设，并建议这条线路可以
沿燕山立交以东，沿经十路、经
十东路一直向东，远期达章丘；
燕山立交以西避开老城区内施
工影响过大且有局部泉水保护
敏感的经十路段，转至旅游路，
沿济大路、二七新村南路、刘长
山路等经十路南部通道，向西
接R 1 线可达西客站和长清规
划。规划线路尚需开展水文地
质钻探，为具体选线和工程设
计提供依据。

大气污染防治

地方立法得加快
本报1月19日讯（记者 王

皇 刘雅菲） 济南市政协委
员、山东中强律师事务所主任王
玉亮的发言支招治霾。济南亟需
从全面推进法治建设和依法治
市的高度，加强地方立法并严格
执法，利用法律保护济南蓝天。

王玉亮说，济南市早在
2000年6月1日，就已制定了《济
南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2

年11月1日重新修订施行。但与
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
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相比，
济南市的这个条例出现了立
法理念不衔接、部分条文规定
不一致等问题。因此，建议尽
快启动条例修订工作，并配套
出台相关细则。他说，处罚的
力度也还不够。目前《大气污
染防治法》加大了对造成污染
行为的处罚力度，与之相比，

《济南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相关处罚上限规定已明显低
于上位法的要求。建议按照新
法修订济南市条例。

济济泰泰公公交交一一卡卡通通今今年年有有望望实实施施
本报1月19日讯（记者

范佳 喻雯） 1月18日，济
南市人大代表、济南公交总
公司总经理薛兴海透露，济
泰公交一卡通今年有希望实
施。“现在正在协调中，难点
是要投资，收费机要改造。”
薛兴海说。

据了解，去年5月份，济
莱公交已经先一步进入“一
卡通”时代。济南市民无需换
新卡，只要手持济南公交

“CPU”卡（背面有大写字母
C的公交卡）就可在莱芜刷
卡乘公交车。

此外，除了开线、优化路
线等惠民工程，薛兴海介绍，
今年市民常用的济南公交定
位跟踪APP微步将要合到济
南公交369出行网。新增更加
智能的信息交互功能。上面可
以查到各种车型，还可以定制
车辆，进行满意度调查等。

尽快为公交车场补办土地证

本报1月19日讯（记者 范
佳 喻雯） 1月19日上午，济
南市人大代表、济南公交总公
司总经理薛兴海建议，尽快为
公交车场补办土地证，保障公
交运行。

在1月18日济南市政协分
组讨论会上，济南市副市长王
新文分析，济南拥堵的原因在
于机动车保有量翻倍和公交分
担率下降。在济南2025年轨道
交通建设基本成网前，将补充
中运量交通体系，具体来说就
是BRT和定制公交。

目前，解决济南的拥堵问
题，促进公交发展是大势所趋。

薛兴海表示，为了加速济
南公交的发展，在今年的人代

会上，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薛兴海说，济南市现有的

公交停车场有 9 3处，但只有
2 5处有土地证。没有合法地
位就没有保障。“像匡山那处
停车场，经过一折腾公交就
跑不了了。而且由于没有合
法身份，水电办理也就没有
合法的流程，很大地影响了
场站的用水用电。需要自己
用专门的运水车保证刷车用
水和饮用水。”

“土地证少的原因一是有
些在桥下等位置不具备办土地
证的条件，还有一些正在协调。
这方面，规划局给了很大支持，
我们希望能够尽快实现，保证
公交车的运行。”薛兴海称。

治堵、破解停车难，
这成了济南市人大代表
热议的焦点。建立体车
库、出租车借用公交车
道、设置自行车存取中
心……多名人大代表为
破难题建言献策。

资金补助鼓励建立体车库

“最近这段时间，有好几
个的哥找我反映，能不能上
下班高峰时期，可以借用公
交车道。”济南市人大代表、
山东鹏飞律师事务所主任傅
强说，有的哥说，早上送客人
去西客站坐车，路上比较拥
堵，但是公交车道并没有足
够车辆，有的路段甚至比较
空。傅强说，这样就跟拥堵的
行车道形成鲜明对比，一方
面路上走不动，很可能会耽

误乘客的乘车；另一方面，专
用道利用率并不高。

“为合理、有效利用好市
区有限的道路资源，我建议
在上下班高峰时间，允许市
区出租车可以借用公交车道
运营，以方便群众。”傅强建
议，具体时间为：早晨7点到9
点，下午5点到7点。“这样一
来，就可以方便群众，加快车
辆的行驶与流转，减少堵车
现象。”

出租车上下班高峰借公交车道

“倡导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这是缓解交通拥堵和治理雾霾
的有效手段。”济南市人大代表、
山东华润机动车交易市场有限
公司董事长耿光凭说，骑自行车
出行就是一种非常好的形式。他

建议，济南可以向省内的烟台、
滨州、枣庄、济宁、潍坊等市及省
外的太原、杭州等城市学习，在
城区交通繁忙路段的公交站台
附近及各大公园、商场等地设置
自行车存取中心。

“这样就可以将公交卡跟
自行车存取挂钩，收取一定的
押金，规定时间内免费使用。”
耿光凭说，同时出台具体的城
市公共自行车使用管理办法，
规范管理。

设置便民公共自行车存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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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喻雯 范佳

委员建言

保护南部山区

应建生态补偿机制

本报1月19日讯（记者 王皇
刘雅菲） 近年济南市对南部

山区的生态保护非常重视。1 9

日，民建济南市委员会在济南市
十三届政协五次会议的大会发
言上给南部山区的生态保护提
出了好建议。

南部山区所在的区域有历
城、市中、长清等多个区，不少
景区的发展相互之间雷同。民建
济南市委员会建议将历城、市
中、长清等区域内的生态控制区
域划定为南部生态行政区，多规
合一，统一管理，设立南部山区
生态功能区考核指标，统筹保护
和发展。同时，对南部山区旅游
资源的利用，应设立统一的旅游
管理协调机构，打造大旅游。引
进人才对南部山区现有生态旅
游资源全面提档升级。此外，应
继续加大生态保护财政转移支
付力度，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
制，调动农民参与生态保护的积
极性。还应该扶持绿色新型产业
发展。

解决车位严重不足，立体车库建设是可行之路。（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皇 摄

晚高峰时间拥堵严重，出租车能否借用公交车道。 刘飞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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