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治霾霾治治堵堵明明确确责责任任人人，，谁谁也也别别想想推推 诿诿敷敷衍衍
出台措施同时印发配档表，明确问责机制

本报12月21日讯（记者 刘
雅菲 唐园园） 推诿扯皮，是
很多工作执行难的最大阻碍，在
以往的雾霾拥堵治理行动中，虽
明确牵头单位、配合单位，但因
为各单位之间职责的交叉，难免
出现谁都不管的状况。为此，本
次济南在出台二十条措施的同
时，还印发了各自的配档表，每
一项任务都有具体责任人。同
时，济南将在全市划定四级环境
监管网格，明确各个区域责任，
对大气污染问题进行监管。

齐鲁晚报记者注意到，在
《济南市治理交通拥堵十大措施
配档表》和《济南市大气污染治
理十大措施配档表》中，每一项
大的措施都被分解成了若干的
小措施。并且明确了项目的内
容、细化的分工措施、完成时限、
牵头单位、责任人，在治理交通
拥堵十大措施配档表中，连分管
领导及责任人的联系方式也一
并注明。

“制定这个表，就是为明确
各个部门的职责，减少推诿、扯
皮，每个部门该干什么都直接砸
在那里，敷衍塞责行不通。”济南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王忠林在会
上点明了这两份配档表的作用。

除了两份配档表，会上还
印发了《济南市进一步完善网
格化环境监管体系工作方案》，
全市将被分成若干的网格，方
便在第一时间发现污染大气环
境的问题。

具体来看，济南市本级为一
级网格，各县区人民政府(含济
南高新区、市南部山区管委会)
为二级网格，各镇(街道)为三级
网格，各村(社区)为四级网格，
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为网格长。

市环保局负责日常运行监管。各
县区环保局、镇(街道)分别负责
本级网格内环境监管的任务区
分、运行、调度、协调和考核。市、
县区、镇(街道)各相关部门要建
立接收、转发环境监管信息、数
据及预警的网络信息平台。

每一级网格有明确分工，其
中，二、三、四级网格监管员、网
格员要对辖区内排污单位进行
巡查，对乱排乱放、秸秆焚烧、扬
尘、垃圾倾倒等可能破坏生态环
境的行为，要及时发现和制止，
并填写巡查台账。一级网格、二
级网格涉及的相关部门责任人
员要结合工作职责、任务对有关
方面进行巡查，同时明确专人，
填写巡查台账，上报同级网格化
管理机构。

据了解，网格机构建设将于
22日开始，市、县区、镇(街道)分
别设立环境保护网格化监管中
心，并配备一定数量专职工作人
员，具体负责网格化管理工作。
每个村至少设1名网格员，每个
社区至少设2名网格员。并且同
步逐步建立完善网格化环境监
管运行机制、考评奖惩办法等相
应的配套制度文件，实现网格化
环境监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精细化、常态化。

如果网格的管理者没有尽
到自己应尽的义务，将被严肃问
责。各级网格在环境监管过程
中，对年度考核不合格的进行约
谈；在网格化环境监管中发现重
大环境问题处置不当造成重大
经济损失或严重社会影响的，对
属地管理责任不落实、监管责任
不到位的，对因环境问题群众反
映强烈未能妥善解决的，将依法
依规追究责任。

本报记者 唐园园 刘雅菲

方向
公交个性定制
公共交通引领

在《济南市治理交通拥堵
十大措施》中，记者梳理发现，
济南将坚持公交优先作为治堵
的重要理念。据了解，目前济南
市公交分担率只有18%，远低于
北京的46%，上海的49%，深圳
的55%，南京的46%。

王忠林强调，要加大公交优
先措施，提高公交分担率和满意
率，加快轨道交通建设。在“治堵
十大措施”中提出，要坚持公交优
先，保障公交路权，优化提升历山
路、经一路、明湖西路、解放路等
公交专用道功能，在舜耕路、青年
东路、和平路、经七路西段、南辛
庄街等7条现状道路开辟全天候
或高峰期限时公交专用道。

在分析公交分担率较低的
原因时，省城交通人士透露，济
南的路网结构存在缺陷，大量

的车都拥挤在主干道上，这也
因为次干路、支路不成网，“最
后一公里”解决不了。

在“十大措施”中，特别对
优化公交线网作出了规定，比
如要增加公交线路和班次投
放，2017年重点围绕龙奥、唐
冶、西客站等区域，新开、优化
公交线路分别不少于10条。对
公交列车化严重的站点进行深
港湾或分站台改造建设，提高
公交运行准点率和吸引力。

同时，要推行个性化公交
服务，针对就学、就医、办公等
不同需求，建设定制公交信息
化平台，引进社会力量推进定
制公交发展，加快实施班车和
校车定制公交化，开辟高峰线、
通勤快线、社区公交以及医院、
景区摆渡车等区间公交线路，
推进上午快巴规划和投放工
作，实现“点对点”服务。

理念
保障行人路权
改善慢行环境

“路权分配是按人还是按
汽车数量？”《济南市治理交通
拥堵十大措施》中对这个问题
给出了回应。在措施中，多项措
施是针对保障个人路权，为市
民提供慢行交通环境，从中可
见济南推行“绿色出行”“慢行”
的治堵理念。

其中提到，“按照绿色交通
优于小汽车出行原则进行新改
建道路横断面布置，确保人行
道、非机动车道连续、通畅。”同
时，对现有道路中人行道和非
机动车道不连贯、基础设施不
完善以及电线杆、配电器等阻
碍慢行通行等问题进行全面排
查整治，还路于慢行交通。

为保障慢行交通，“十大措
施”中还多次提到从设施建设
上对行人路权进行保障。比如
增加立体人行过街等设施，在
学校、医院、车站、商场、娱乐场
所、大型社区及交通枢纽等重
点路段选址建设安全、舒适、便
捷的立体人行过街设施。

在保障慢行环境时提到，
完善慢行交通标志、标线、信

号灯和机非隔离护栏。对于行
人、非机动车需求较大的节
点，推行路段行人过街信号控
制新模式，开辟非机动车待行
区域，增设安全岛、行人“请求
式”信号灯和车辆不避让行人
抓拍设备，并对信号配时进行
优化。

措施
改善细节
城市秩序疏导精细化

济南治堵治了很多年，也
下了很大力气，但为什么济南
越治越堵？

省城交通人士分析，这与
以往济南在交通治堵中粗放的
管理模式不无关系。王忠林也
指出，交通疏导的力度还不够
大，乱开车、乱停车的问题突
出，交通秩序亟待提升等都是
粗放管理问题。

如何能将治堵的标准提
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过去
粗放式的工作方法精细化。在
十大措施中，记者发现，关于强

化停车管理提出了明确、细致
的规定，对优化路网结构提出
了细节性的改善政策。

在强化停车管理中明确规
定，对停车泊位只售不租、应开
放而未开放以及不建、少建、挪
用停车场的，加大依法查处力
度，盘活现有停车资源；按照违
停必罚、占路必拖、同步曝光原
则，加强对全市30条禁停道路
和176条停车收费示范路的违
法停车管控与处罚力度。在违
法停车高发路段，试点采取漆
化黄色标线等措施。

在优化路网结构方面，提
出要“按照一个路口一个优化
方案，一条路段一套解决办法
原则，对全市重点拥堵路口、路
段及敏感区域进行专项排查，
提出年度系统优化需求，拟定
优化改造方案”。

同时，针对沿街道路出入
口通行秩序混乱问题，对严重
影响交通的出入口采取封闭、
整合、优化、调流等措施，将出
入口交叉通行带来的影响降到
最低，畅通道路微循环。

行行人人路路权权优优先先，，倡倡导导绿绿色色慢慢行行
济南治堵明确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大方向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唐园园

关键词：监控
科技手段管控污染源

要想知道哪些地方在污
染空气，从而对其进行管理，
就需要有完善的监管网络。

在这一方面，济南市将
尽快完成大气污染防治管理
平台建设，完善国控环境空
气质量在线监测数据平台和
全市重点工业污染源（包括
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在
线监测数据平台，完成镇（街
道）网格环境空气质量在线
监测数据平台、市区建筑施
工工地（土石方开挖前建成）
扬尘在线监测监控信息平
台、市区渣土倾倒场扬尘在
线监测监控信息平台、市区
主干道扬尘在线监测监控信
息平台、渣土车GPS定位信
息平台和市区可绿化裸露土

地信息系统建设，实施污染
源实时监测，充分运用科技
手段加大污染源管控力度。
这些平台的建设完善都将在
明年2月份之前完成。

关键词：燃煤
低空排烟设施取缔

在造成济南大气污染的
因素当中，燃煤占了相当大的
比重。在这一方面，济南将实
行煤炭总量控制。认真落实济
南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工作方
案有关要求，2017年全市煤
炭消费总量比 2012年减少
130万吨。

此外，还将对工业炉窑、
锅炉节能改造。推进工业炉
窑、锅炉等重点用煤领域工艺
装备技术改造，有效降低能耗
水平，实现污染源头削减。

据测算，济南市散户燃
煤约每年2 0 0万吨，其中市
区散户燃煤预计在每年4 0

万到50万吨。而这些散煤的
燃烧没有任何防治措施，低
空直接排放，全市散煤污染
物排放量相当于甚至高于
全市每年工业燃煤的总排
放量。而且散煤燃烧集中在
采暖期，对空气质量影响较
工业燃煤更为显著。为此，
明年济南将在全市范围内
推广使用清洁化民用生活
燃煤，政府会进行补贴，市
民不会因此多花钱。

此外，济南还将通过天
然气、电力等清洁能源和集
中供热替代，取缔使用高污
染燃料的小锅炉、窑炉、茶
水炉、炊事灶等各类低空排
烟设施。

关键词：露天烧烤
露天烧烤一定不能有

天气寒冷，露天烧烤随之
消失了，一旦天气转暖，露天
烧烤又会冒头。济南人对夏天

那种烟熏火燎一定还有印象，
满大街的露天烧烤虽然是一
种特色，但却和污染、不文明
紧紧联系在一起，为此，济南
近年来一直在打击露天烧烤。
在21日的会议上，王忠林表
示，“露天烧烤，在济南一定不
能有。”

加强露天烧烤监管，明年
5月底前划定禁止烧烤区域，
依法实施露天烧烤整顿、取缔
工作。

济南也将加大考核力
度，根据《露天烧烤及油烟
扰民投诉处理考核方案》，
由市城管执法局牵头，市政
府 督 查 室 、公 安 、环 保 、
12345市民服务热线等部门
组成联合考核组，对72个街
办露天烧烤工作进行联合
考核排名，每周一考核，每
月一通报，对焦点问题进行
督察督办，对责任落实不到
位，执行行动开展缓慢的，
实行问责制。

本报记者 唐园园 刘雅菲

关键词：路网
调控交通流量

明年，济南的快速路将形
成网络，高架出行会变得越来
越方便。但很多市民都有过这
样的经历，高架上车辆太多，下
桥口又堵，造成堵在高架下不
去又开不快的状况。

根据济南市快速路网即将
形成的交通态势，济南将由专
业团队启动快速路网交通流研
究，制定交通流控制与疏导策
略，实施以车速定流量的匝道
控制模式，采取分流管控措施
对快速路交通流量进行实时调
控。进一步拓展城市快速路网，
引导过境或进出济南的交通流
更多绕行绕城高速公路，实现
跨市区长距离交通的快速疏
解。

关键词：出行结构
建设中运量交通走廊

缓解交通拥堵，需要调整
市民出行结构，提高公共交通
出行效率。然而，目前济南大运
量轨道交通线路无法开展实
施，推进中运量公共交通系统
建设，充分发挥其在公共交通

系统中近远期的过渡作用就显
得尤为重要。

例如，位于济南市核心区
内的经四路、经七路、经十路及
其延长线，道路两边排满了建
筑物，每到交通高峰期拥堵十
分严重，在没有轨道交通之前，
亟需引入中运量公共交通方
式，对区域交通发展提供支撑。

《措施》中提到，在纬十二
路中央岛式站台具备使用条件
后，半月内开通BRT-8号线；开
通济齐路—纬十二路—阳光新
路BRT线路；积极推进经十路、
经七路—泺源大街—和平路、
济微路—经四路—解放路—工
业南路、二环南路（二环西路—
英雄山路）等中运量交通走廊
建设。

关键词：信号优先
增设公交专用信号灯

泺源大街与南门大街交
叉 口 公 交 专 用 信 号 灯 启 用
后，济南公交驾驶员马连娜
说，能少等三四秒的红灯，方
便了乘车市民。“快人一步，
能保障路权。”

为了保障公交路权，《措
施》中提出“实施信号优先”，在
二环西路、经七路、泺源大街、
二环南路、工业南路等部分城
市主干路增设公交专用信号

灯，并在公交走廊试点公交站
间的公交车辆绿波放行模式。

在无公交专用道的道路采
用“右转借公交”模式，在部分
路口右转车道施划公交专用
道，设置公交待行区，并施划新
式公交停靠区，增设固定式公
交抓拍设备和公交车载移动式
抓拍设备，保证公交通行权。

在经十路、历山路、二环西
路、泺源大街、二环南路、工业
南路、舜耕路、青年东路、和平
路、经七路西段、南辛庄街等部
分城市主干路增设公交车道抓
拍设备80套。

关键词：交通勤务
启动机关高峰勤务

今年10月份，济南交警推
出快骑勤务，投入130名警力建
立“济南快骑警”，充分发挥摩
托车机动、灵活、高效、拥堵路
段通行能力强的特点，在市区
20余条主干道等重点要害部位
进行巡逻管控。据介绍，以前发
生事故交警到现场的时间在10
-15分钟之间。现在有“骑警”，
不受车流的阻挡，能快速穿插，
目前基本能把时间缩短到5分
钟以内。

改进交通勤务对于缓解交
通拥堵也起了不小的作用。《措
施》规定，要启动机关高峰勤

务，各级机关部门民警全部参
与路面执勤执法，加大路面执
勤警力。完善以定点疏导为主、
巡逻管控为辅、摩托车快速机
动为补充的高峰时段勤务管理
模式，提高路面见警率和管事
率。

同时规定要建立完善快处
机制。对规定时间、规定区域符
合轻微事故快处条件、拍照取
证后5分钟拒不撤除现场或因
撤除不及时引发道路拥堵的，
一律依法严格处罚，避免因交
通事故加剧交通拥堵。

关键词：慢行环境
不避让行人抓拍

随着城市发展，市民对于交
通出行需求愈发强烈，虽然很多
市民有绿色出行的意愿，但是济
南许多道路条件根本没有给市
民提供绿色出行的机会，调查显
示，车辆杂乱、不礼让斑马线、过
街不安全和人行道、自行车道空
间不足都是影响市民步行和自
行车出行的原因。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措施》
中对改善慢行环境作出了规定，
如对现状道路压缩机动车道宽
度，开辟非机动车道，优化人行横
道设置，完善慢行交通标志、标
线、信号灯和机非隔离护栏。

具体措施在经十路、济泺

路、英雄山路、历山路、解放
路、山大路、泉城路、泺源大街
等主要人行过街路口增设直
行车辆不避让行人抓拍设备
20套，在上述道路的主要路口
增设右转车辆不避让行人抓
拍设备30套。

关键词：路网结构
多条断头路将被打通

在济南，有着多条断头路，
严重阻碍了交通的通畅。分析
其断头的原因，很多都是因为
拆迁难造成的，旅游路西段也
是因此而断头。

明年，济南将充分利用棚
户区、城中村改造和重点工程
建设等契机，进一步推进中心
城区路网改造，分期分批打通
一批断头路和瓶颈路，完善路
网结构，增加路网密度。针对沿
街道路出入口通行秩序混乱问
题，对严重影响交通的出入口
采取封闭、整合、优化、调流等
措施，将出入口交叉通行带来
的影响降到最低，畅通道路微
循环。

一批知名的断头路将在明
年被打通。其中土屋路改造明
年6月完成，旅游路西段明年3
月完成拆迁，年底建成。凤凰路
旅游路以南段明年3月完成拆
迁，年底建成。

破破除除十十面面霾霾伏伏，，指指望望这这些些措措施施

整整治治四四处处拥拥堵堵，，看看看看这这些些关关键键词词

21日，济南市政府印发的《济南市治理交通拥堵十大措施》中对治理拥堵提出了详尽的工作方案。总
体来看，济南市治理拥堵将发展城市公共交通作为大方向，体现了行人路权优先于私家车，在治理时更
抓精细。

20日，济南遭雾霾侵袭，受天气影响，城区道路能见度低，车行缓慢。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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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霾治堵开刀“等靠怨”

20日，泉城迎来今冬最强雾霾天气，市区能见度不足百米，空气严重污染。市民出行全副武装，戴上口罩。 本报记者 左庆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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