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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烟烟汽汽车车票票闻闻风风降降价价2200元元
价格与青烟城铁票价相差不多

本报烟台11月16日讯（记
者 柳斌） 青烟荣威城际铁
路的全线贯通给旅客出行带来
了很大方便，但也对汽车客运
带来一定冲击。16日，烟台汽车
总站推出优惠票价，烟台至青
岛汽车票价打7 . 5折，并推出
便捷线路和定制服务，乘客想
坐汽车，车站甚至提供免费接
送站服务。

记者了解到，在城铁开通
前，烟台市民去往青岛多选择
普通火车和汽车，因为绿皮车

车次少、时间长，汽车客运成
了往返烟台和青岛的重要交
通方式。记者了解到，烟台每
天往返青岛的汽车有十多个
班次，票价84元。

城铁的贯通会不会对汽车
出行造成一定影响呢？据烟台
汽车总站的工作人员介绍，目
前城铁刚开通，对于旅客来说
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目前客
流比较平稳，还看不出太大影
响。不过，城铁开通的消息他们
一直在关注，并采取了一定的

措施。
“我们主要还是从出行便

捷的角度，对发车时间、车型、
舒适度等方面进行提高。”工作
人员介绍说。

在票价方面，11月16日起，
烟台交运在烟台至青岛线路推
出7 . 5折优惠活动，优惠后票价
为63元。记者了解到，该线路的
票价与之前相比便宜了21元，
而目前的烟青城铁票价在57元
-62元，两者相差不多。烟台交
运同时推出优惠活动的线路还

有牟平至青岛线路，优惠后票
价为68元，与城铁票价相当。据
工作人员介绍，车站还不定期
开展票价秒杀、特价活动，旅客
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优惠。

在票价打折的基础上，交
运还推出会员制优惠乘车。烟
台至青岛线路推行会员制乘车
优惠活动，即成为烟台交运会
员，乘车获得奖励积分，累计积
分可以免费乘坐烟台交运其他
线路的客车或者入住烟台交运
辖属交运友缘连锁宾馆以及免

费旅游。
除了票价优惠，烟台交运

还推出门到门定制服务、两端
延伸服务。据了解，今年4月下
旬，烟台交运在烟台-青岛线
路推出城际约租服务，即门到
门运输服务，车辆为7座豪华
商务车。

为解决乘客在烟台、青
岛市区两端出行问题，烟台
交运甚至提供免费接送站服
务，尽最大努力为旅客提供
出行便利。

本报记者 白新鑫 李彦慧

“目标速度45公里，信号开
放，车门关闭，到点开车。”周振
刚快速熟练地念出指令，然后
按下牵引制动手柄，C6502次列
车开始启动，逐渐加速驶离青
岛站……这是青荣城铁全线贯
通后在青岛站的首发车，也是
动车司机周振刚首次执行青荣
城铁新线路，更重要的是，这一
趟青荣之旅是他35年火车司机
生涯的最后一站，执行完这次
任务老周就要光荣退休了。

“我开了35年的火车，曾经
无数次想到过这一天，可没想
到这一天真来了，心里感觉空
荡荡的。”周振刚说，济铁所有
线路的车他都驾驶过。今年10
月，正在冲刺“机车乘务员百趟
安全正点竞赛”6000趟的周振
刚听说了青荣城际即将贯通的
消息，马上向领导递交请战书。

“10年前胶济客专我参加了联
调联试任务，10年后青荣城际
全线贯通，我也想跑在前头。”

今年55岁的周振刚是济
南铁路局济南机务段动车组
司机，他是我国第一代高铁司
机之一。按照规定，高铁司机
作为特殊工种55岁就要退休，
这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趟。
在他35年职业生涯期间共安
全行驶超320万公里，相当于
绕地球80圈。

1981年，周振刚从济南铁
路机械学校毕业，从此开启了
他与铁路长达35年的“约会”。

“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再
到后来的动车，前前后后我几

乎开过咱们国家所有的火车
车型。”周振刚回忆起自己的
职业生涯感叹说，这些年来中
国铁路一次次的提速他都参
与其中，每一次提速都让他十
分兴奋，总是想要去尝试去突
破自己。

2006年，45岁的周振刚报
名动车司机，通过一系列的考
试他成功入围，成为了我国首
批动车司机中的一员，也是其
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上午10点30分，像往常一
样，周振刚熟练地操作着C6502
次列车安全平稳停靠在荣成
站。周振刚走出驾驶室，拿出事
先准备好的一束鲜花，他要把
这束鲜花送给他的妻子。

“谢谢你这些年来对我的
包容跟照顾，没有你的默默付
出就没有我的今天。”周振刚把
鲜花送给了他的妻子王桂华，
夫妻二人激动得拥抱在一起。

原来，妻子王桂华也乘坐
青 荣 城 铁 青 岛 站 的 首 发 车
C6502跟随周振刚一同来到了
荣成。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竟
是她结婚几十年来第一次坐丈
夫开的火车。

中午11点，周振刚跟妻子
一起登上了C6560次列车，这
一次他没有走向驾驶室，而是
坐在了旅客车厢。从一名从业
35年的火车司机到一名普通
乘客，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周
振刚的角色就发生了改变。

“现在的我是一名普通乘客，
虽然有不舍，但没有遗憾。”周
振刚一边说着，一边向驾驶室
方向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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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新鑫 赵波

随着16日一早青荣城铁
通车首秀的到来，我省也将进
一步围绕“十三五”规划继续
加快布局省内快速铁路网。

山东省“十三五”规划纲
要中提出，加快推进沿海高速
铁路（滨州-东营-潍坊-烟台-
威海-青岛-日照-连云港）建
设。记者了解到，这条“十三
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沿海高
速铁路，几乎串连起了我省所
有沿海城市，这将是山东半岛
城市群城际铁路网的骨架。

此外，我省将重点建设济
青高铁、石济客专、鲁南高铁、
济南至聊城、潍坊至莱西以及
济南至滨州、滨州至潍坊等高
铁项目，未来实现辐射全省的
高速城际铁路网，争取早日实
现市市通高铁。

据了解，目前我省正在建
设济青高铁、鲁南高铁、石济
客专等高铁项目，潍莱高铁也
将于年内开工建设。

青连铁路

自2014年11月9日开工建
设的青连铁路全线开工。预计
建设工期4年，有望2018年全
线通车。正线全长194 . 5公里，
设计行车速度200公里/小时。
线路途经李沧区、城阳区、红
岛区、胶州市、黄岛区、日照市
及江苏赣榆县。青连高铁建成
后，青岛与上海之间的距离可
由1400公里缩短为700多公

里，出行时间由现在的7小时
缩短到3 . 5小时，对带动区域
经济协同发展、促进青岛建设

“一带一路”综合枢纽城市具
有重要作用。

济青高铁

2015年12月24日，济青高
铁全线开工，预计2018年底建
成通车；届时，济南至青岛最
快一小时就可抵达。正线全长
308公里，设计行车速度350公
里/小时。线路自济南东客站
引出，经邹平、淄博、潍坊、高
密、胶州，引入红岛站。济青高
铁建成后，济南与青岛之间将
形成济青高铁、胶济客运专线
和原胶济铁路并存的“客货分
离六线”运输格局。

潍莱高铁

潍莱高铁西起规划终点济
青高铁潍坊北站,经潍坊市昌
邑，青岛市平度、莱西，接入青
荣城际铁路莱西北站，与济青
高铁同步建设，计划2019年建
成。新建铁路长度122公里，速
度目标值为350公里/小时。届
时平度乘高铁到潍坊只需约17
分钟，到济南只需约50分钟。

鲁南高铁

鲁南高铁作为山东省
“三横五纵”快速铁路网中重
要一“横”，临沂至曲阜段、曲
阜至菏泽段计划2016年上半

年局部开工建设，功能定位
为客运专线，双线，设计速度
350公里/小时。临沂至日照段
全长100 . 1公里，临沂境内新
建厉家寨、莒南北2个车站，
日照境内改建奎山和日照2
个车站，共设4个车站，预计
2019年通车。届时鲁南地区
可以通过鲁南高铁在曲阜东
站衔接京沪高铁，北上高铁直
达济南和北京等地，南下也可
快速直达长三角等地。

济莱高铁

全长119公里，设计速度
250公里/小时，运行时间35分
钟左右，将大大缩短济南和莱
芜之间的交通时间。规划莱芜
站及雪野、口镇、钢城4个城际
站，力争2 0 1 7年全面开建，
2020年通车。济莱高铁建成
后，“公交式”发车的城际铁路
将实现半小时直达。

石济客专

石济铁路客运专线是中
国“四纵四横”客运专线中太
原至青岛客运专线组成部分。
线路起自河北省石家庄市，经
衡水、沧州、山东德州等地，最
终抵达济南东客运站，全长
323公里，设11个车站，设计速
度为每小时250公里，于2013
年开工建设，预计2017年建成
通车。届时，继京石、石太、石
郑一小时交通圈后，石济一小
时交通圈也将正式形成。

三三年年后后这这些些高高铁铁都都通通了了，，真真恣恣！！

列车抵达终点站荣成站，周振刚将提前准备好的鲜花送给妻子。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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