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慢慢生生活活街街区区要要扩扩容容
公公共共自自行行车车将将落落地地
推广使用公交与公共自行车一卡通

公公共共自自行行车车喊喊了了八八年年
这这回回别别再再落落空空

葛相关新闻

据相关媒体报道，济南计划推行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的历史由
来已久。

2008年5月开始，南方某公司开始在济南实行公共自行车租赁，但
由于缺少政府支持、布点太难等原因，项目无疾而终。

2009年11月全运会期间，有投资人计划推广公共自行车，并实际购
置了1000辆自行车免费提供给全运会各场馆，但全运会结束后，由于
没地方停车，该项目再次被叫停。

2011年出台的《济南市交通运输“十二五”发展规划》曾指出，“十
二五”期间，济南将建设公共自行车租赁点2000处，配备公共自行车
50000辆，日提供租用服务约20余万车次，解决公交出行“最后一公里”
问题。

2012年9月25日，《济南市城市交通综合整治三年行动计划(2012-
2014年)》也提到：启动公共租赁自行车交通系统建设，2013年公共租赁
自行车试运行，力争到2014年达到1万辆。

2013年，有关部门在趵突泉、大明湖、五龙潭设置了供游客租赁的
公共自行车。由于自行车只能在景区内供游客使用，还要缴纳500元押
金，这些自行车的利用率并不高。

2016年1月，济南市在两会期间提出，将建设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
作为2016年为民要办的15件实事之一。

2016年4月25日，《济南市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提出，围
绕治堵治霾，济南今年将建设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

其实，像杭州等地公共自行车颇受好评，省内潍坊等地也早已推
开。此外，一些企业还借互联网技术推出新型公共自行车，都值得济南
学习。公共自行车也完全可以与互联网扯上关系。前段时间，摩拜单车
就火了一把。与滴滴打车类似，在摩拜单车整个系统内，用户打开手机
APP就能查看附近的车辆，看到有合适的还可以提前预约。这样一来，
不需要停车桩，不用办卡，二维码扫一扫就能开锁，不用的时候停在任
意合法非机动车停车点即可，半小时收费一元，这样简单易用的互联
网共享经济产物，对于饱受“最后一公里”困扰的上班族来说，确实是
很棒的服务。

但同时，摩拜单车在运行了一段时间后，也开始显现出一些问题。
如受制于成本，自行车的质量和舒适度达不到人们的要求。更关键的
是，由于缺乏监管，有的用户干脆把自行车推回家中，根本不打算还回
或者借出了。此外，还有人蓄意破坏单车，让后来者无法使用。

A06
2016年12月22日 星期四

编辑：高寒 美编：罗强 组版：徐凌

在这次交通治理会议文件中，推进慢生活街区
建设、推广公共自行车，这两个措施其实并不是首
次提出，但在实践中效果却一直有限。这次再次被
提出，困难相比往常一点也没少，是否会有实质性
的进展，要看行政部门的手段了。

本报记者 张泰来 刘雅菲

去年无车日期间
济南曾设禁行区

文件中明确提出“推进
‘慢生活街区’建设，深入推进
护城河‘慢生活街区’建设”。

这并不是护城河内的老
城区首次与“慢生活”关联。早
在去年的3月份，济南市就提
出在老城区（护城河以内道
路）打造“慢生活街区”，提出
在该区域内以公交、慢行为主
要交通方式，对非驻区车辆采
取限行措施，市民只能通过公
交或慢行方式进入。

慢生活街区主要指泉城周
边护城河以内的老城区，大致范
围包括：北至大明湖路、东至黑
虎泉北路、南至黑虎泉西路、西
至趵突泉北路（包含上述道路）。
在这些路段，限制公交、急救等
特种车辆以及驻区车辆之外的
机动车通行。同时，对路权进行
重新划分，增设非机动车道和公
交车专用道。

当年9月19日，世界无车日
前夕，济南交警首次尝试在泉城
路周边老城区采取措施限制机
动车通行。将这一区域划分为无
车区和慢生活街区，其中泉城路

（榜棚街至天地坛街）路段为无
车区，在为期三天的无车日活动
期间禁止机动车通行。

在那次无车日活动之后，相
关部门在老城区慢生活街区打
造方面再没有大的举措出台，但
相关工作在逐步推进中。

比如，在路权划分方面就
部分保留了无车日活动期间
的一些设置。今年5月1日，黑
北路、趵北路、黑西路、大明湖
路就新增了节假日公交车道，
在节假日期间只允许公交车
通行，并在相应位置设置了抓
拍违法占用公交车道的设备。
由此，可以看出在老城区对公
共交通的路权倾斜。

避免通一线堵一片
正常交通需求得释放

关于打造慢生活街区，有市
民担忧“慢”与治堵本来就格格
不入。这并非市民不理解慢生活
街区的实质是倡导公交、非机动
车出行，而是担心一旦开车的

“刚需”被限制，反而会造成慢生
活街区周边的拥堵。本来是政府
部门对于拥堵的“疏通”之法，反
倒加剧了拥堵。

例如，减少城区停车位和
机动车道，甚至直接禁止机动
车驶入，确实会使某个区域
非常畅通，但当拥有行驶需
求 的 司 机 无 法 开 车 或 停 车
时，他们便会在附近区域寻
路，造成“通畅一小块，堵了
一大片”的情况。这是因为整
个 城 市 的 交 通 系 统 是 相 连
的，治堵必须从整个城市入
手，而不能寄希望于开辟出一
小块通畅区作为典范。

因此，此次市政府再次以
十大治堵政策的形式提出打
造慢生活街区，明确在慢生活街
区实施“小汽车区域性限行、限
停”等措施，削减出行总量，可以
预计，未来一年会有相关举措出
台。此次文件并未将打造慢生活
街区的区域限定在老城区，明确
提出要将其向全市推广，指出在
中央商务区、华山、新东站、北湖

等地区规划建设慢行交通。上述
地区，正是未来济南着力打造
的几个区域中心。

本月初，济南市规划局
召开的CBD综合交通规划专
家咨询论证会上爆出的中央
商务区的交通规划方案，凸
显 出 了 保 障 慢 行 交 通 的 特
点，其中就有通过轨道交通、
BRT、常规公交构建公共交
通网络，减少停车位配比，从
源 头 控 制 小 汽 车 的 规 划 内
容。这跟在新区打造慢生活
街区的指向是相通的，未来
中央商务区是打造慢生活街
区的又一主要阵地。

CBD、北湖片区等不像老
城区城建已经成型，政府几乎
可以“从零规划”，更科学地设
计道路和公交站点等。只有人
们的正常交通需求得到合理的
释放，慢生活街区才能真正治
堵且为市民提供便利。

公共自行车不“公共”
今年上路很难了

相比于这两年才出现的“慢
生活街区”概念，公共自行车可
是济南市民的“老熟人”了。只可
惜，这些年来济南市民对于公共
自行车是“听得多，骑得少”。

10月底，在一期电视问政
节目中，山东省政府参事、省政
协常委、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
相超直言“一提到这个（公共自
行车）我就生气”，2006年起，邓
相超等一批政协委员就呼吁在
济南建立公共自行车租赁系
统，可是10年过去了，济南市的
公共自行车依旧没有成型。

去年9月无车日活动期间，
一批公共自行车曾在老城区短
暂出现，在三天活动期间免费
供市民、游人租赁骑乘。今年年
初，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被列
为济南市2016年为民办的15件
实事之一。

目前，济南市的公共自行
车租赁主要是在公务范围内试
点。去年5月初，市中区首先推
出了300辆公共自行车，设置了
50个租赁站点，供市中区辖区
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公职
人员租赁使用。公务自行车受
到了热捧，推出不到一周，就有
500多人申请办理租赁卡。

今年11月，市中区公务自
行车租赁点增加了11个点位，
自行车数量增加到了510辆。与
此相呼应，今年9月份，济南市
政府机关办公地龙奥大厦也投
放了200辆公共自行车，供办公
人员租赁骑行办公。

与公务自行车推广的热闹
相比，公共自行车的推广就显得

有些冷清。11月底，济南市停车
办相关负责人曾表示，公共自行
车租赁系统建设进度缓慢原因
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今年100多
条道路施工，致使之前规划的站
点被占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
个系统的建设。这名负责人表
示，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已经获
批，对运行模式、运行规模，停车
办将联合其他部门一起完善规
划，最快在12月统一对外发布，
但截至目前仍未见动静。

改善自行车通行环境
还得推动机动车礼让

此次文件中，政府提出
加强交通衔接，借鉴南京、杭
州等城市经验，推广使用公
交和公共自行车一卡通。结
合公交站点设置和调整，合
理布局公共自行车点位和数
量，实现公交与慢行有效衔
接。这是转变治堵思路保障
慢行交通的重要举措，但有
分析认为，推广公共自行车
并不是购买车辆设置站点那
么简单。如何让老百姓愿意
为了自行车而放弃开车，其
实大有学问。

在一个城市交通系统中，
各个交通要素是相互联系的，
自行车自然不是行驶在真空
中，它也会受到城市建设方面
的影响。例如非机动车道状况、
道路安全，甚至空气状况也会
对自行车驾驶者产生影响。

就济南来说，推广公共自
行车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非机动
车路况问题。目前，在部分路
段，非机动车道被摊贩、停车占
领的情况较为普遍。市民如果
发现骑自行车也会堵车，那就
会降低他们租赁自行车的愿
望。此外，部分非机动车道平整
程度有限，这也降低了骑自行
车的舒适程度。

市民骑车出行，过马路
时很难走过街天桥或地道，
只能横穿马路，但目前济南
机动车礼让意识不高，在部
分没有红绿灯的斑马线上，
过 个 马 路 经 常 需 要 等 几 分
钟，并未体现出对于慢行的
尊重。另外，每到冬季雾霾加
重，在雾霾天里骑车对身体有
伤害，从这个角度看，治堵和治
霾也联系在了一起。

因此，此次文件明确要求，
济南未来将在占道经营、违法
停车、违章建筑等方面加大打
击力度，切实做到还路于民。同
时，对于机动车礼让行人和非
机动车等方面，济南也将采取
增加“请求式”信号灯以及抓拍
设备等方式，加强管理。

治堵策

慢行
去年无车日期间，济南泉城路曾设置禁行区（资料片）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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