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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4日讯（记者 刘雅
菲） 随着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
大，济南绕城高速逐步成为穿城
而过的高速路。为缓解城区交通
压力，2016年9月1日起，北绕城高
速对济南牌照的客车实行免费通
行，即从零点收费站到济南北收
费站，再到天桥收费站三个收费
站之间的路段实行免费。但是，东
绕城、南绕城、西绕城高速目前仍
然还要收费。

据了解，南绕城高速之前是
由山东省公路局委托济南市公路
局负责管理和收费，目前由齐鲁
交通发展集团负责，2012年5月底
到期后又延长5年，收费延期至
2017年5月28日。

而东绕城高速1999年国庆节
前建成通车并开始收费；2009年，
收费期限延长5年至2014年11月9
日；后来，又暂时延长1年，收费期
限延长至2015年11月9日，目前仍
在收费中。为什么会屡屡出现到
期后一再拖延的怪事呢？原来，

2015年7月21日，交通运输部发布
了一个《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修订
稿，政府收费的高速公路实行统
借统还，收费期限以路网实际偿
债期确定，不再受具体年限限制，
如果依照这一政策，市民对于东
绕城高速和南绕城高速的免费期
望将十分渺茫，很可能遥遥无期。

同为省会城市的郑州市，早
在2011年就与河南省交通厅签订
了《关于郑州籍小型客车行驶郑
州绕城高速公路通行费缴纳问题
的合作协议》，约定实行郑州籍小
型客车行驶郑州绕城高速公路免
收车辆通行费政策，全部通行费由
郑州市财政按照“通行费100%支
付”的原则全额统缴。而安徽省合
肥市，争论多年的“政府购买服务、
实现合肥籍小客车免费通行合肥
绕城高速”方案，也在今年下半年
进入了前期的研究协商阶段。

山东建筑大学交通研究所副
主任王燕表示，如果绕城高速免
费，对市民来说，肯定是一个很好

的措施。市民能够更多地利用高
速路，来解决城市的交通拥堵问
题。比较常规的做法是，对于本地
车辆免费通行，对于外地车辆照
常收费。

绕城高速免费通行，有没有
实现的可能？济南市城乡交通运
输委员会主任贾玉良表示，绕城
高速非常有希望实现免费通行。
但是目前，绕城高速实施免费通
行还面临着几个方面的困难。其
中，西绕城高速是交通重要通道，
车流量非常大，如果免费的话，很
有可能发挥不出交通疏导作用，
反而会形成新的堵点。同时，绕城
高速属于省交通部门，需要相关
部门给予支持。此外，公共财力需
要政府买单，国家方向非常明确，
高速公路作为经营道路、高品质
服务需要收费。贾玉良说，“绕城
高速与普通高速公路不太一样，
绕城高速有城市的交通功能，我
也希望绕城高速争取早日实现免
费通车。”

本报11月4日讯（记者 刘雅
菲） 4日的“直面问题·践行承
诺”电视问政关注的是济南交通
问题。在问政短片中反映，沿机场
路往市区走，在工业北路形成瓶
颈，南北双向拥堵都十分严重。与
此相似，北跨的黄河大桥和建邦
黄河大桥也成为出入济南的瓶
颈。问政人员发现，济南黄河大桥
桥两头都是十字路口，特别是从
西侧的浮桥通行的大货车，也在
黄河桥头转弯汇聚，形成严重的
堵点。

而建邦黄河大桥桥头往南就
是二环北路的十字路口，由于车流
量较大，在这里又形成一个大的堵
点。有企业工作人员说，堵得最厉
害的时候，能从桥面向北延伸出几
公里。但是，问政人员在不同时间
段来回两次，都没有发现有人在这

些重度拥堵的地段疏导交通。
对此，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支队长曹凤阳进行了回复，针对机
场路工业北路路口堵车的问题，济
南交警部门在远端分流、信号灯配
时优化、车道路权重新优化等方
面，采取了很多有效措施，堵车问
题一直在逐渐缓解。曹凤阳介绍，
目前，机场路工业北路路口附近的
高速公路下口和上口正在实施工
程改造，改造完成后，对这个地方
的拥堵会有很大缓解作用。

那么，黄河大桥和建邦黄河
大桥附近堵车的问题怎么解决
呢？曹凤阳表示，黄河大桥的路面
是一个双向四车道的混行交通，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瓶颈，特
别是实施免费通车后拥堵加剧。
黄河大桥的拥堵已经引起了山东
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

的关注，他也专门做了批示；吴德
生副市长也带领工作人员一起到
现场调研解决问题。曹凤阳表示，
从根本上讲，解决两边道路资源
和路权匹配，才能解决黄河大桥
的拥堵问题。

而对于建邦黄河大桥道路拥
堵问题，曹凤阳说，建邦黄河大桥
附近的黄河浮桥受一些调水调沙
和凌汛的影响，有时需要拆除，不
能通行，所以建邦黄河大桥成了
大货车的唯一通道。针对这一问
题，交警部门采取交通设施提升，
解决机非混行的问题，安装了信
号灯，并实施了联网、协同，保证
最大化的绿波，同时加派了工作
警力。曹凤阳说，问政短片中反
映，建邦黄河大桥拥堵时间段没
有警力，节目结束后，立即落实相
关情况。

空空调调公公交交春春秋秋季季票票价价有有望望一一元元
目前方案正在商讨中，明年初冬春交季时或可出台

黄黄河河大大桥桥建建邦邦黄黄河河大大桥桥堵堵车车严严重重
出入市区还有多个“瓶颈”亟待疏通

绕绕城城高高速速啥啥时时候候能能全全免免费费
济南市交通委主任：非常有希望

本报11月4日讯（记者 刘
雅菲） 吸引市民绿色出行，是
治理城市拥堵的根本办法，在其
中，公交的作用十分重要。近年
来，济南公交随着线网的优化、
社区公交、定制公交等线路的开
通，乘坐公交越来越方便，在票
价方面能否更合理一些呢？4日
直播的“直面问题 践行承诺”
中，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济南城区“一块钱”的公交
车越来越少，许多线路都只有K
系列空调车，这是不少市民的共
同感受。问政短片中也提到，济
南市区内主要交通路段的公交
站牌,大多数的线路都只有K系
列的空调车。按照公交定价,普
通公交车票价为一元,空调车为
两元。

这样的变化，和济南公交车
的更新换代有关系。“去年我们
已经更换了1530辆新能源车,今
年要再更换1039辆新能源车,把
老旧的车辆全部替换下来。”济
南市公交总公司总经理石军表
示。近年来，济南市民对于公交
车舒适性要求逐渐提高，新更换
的这些车辆八成以上都是纯电
动车，并且全部是空调车。“更换
之后,一元公交车的比例逐渐降
低，到年底济南公交实现全部车
辆是空调车。”而伴随着新购置
车辆到位，济南市新能源公交车
辆占比将达到75%以上，空调车
辆比例将达100%。

正因如此，不少市民质疑，
如果取消了一元钱的普通公交
车，只保留票价为两元钱的空调
车，是不是就意味着变相涨价
了?问政中也有市民提出，如果
空调车冬天和夏天开空调,收两
元钱比较合理的话，那么春秋天
不开空调了，价格是不是就可以
适当降一降？

空调车实施季节性的收
费，这在许多城市是惯用的做
法。青岛市今年8月刚刚制定了
公交票价调整意见，试行“一线
两制”政策，普通车仍执行原票
价政策不变，空调车实行季节
性票价。普通线路票价为每人
次1元，季节性空调线路开启空
调时票价为每人次2元，不开空
调时票价为每人次1元。空调开
启时间为每年7月1日至9月15
日、12月1日至次年3月15日止。
常年空调线路票价为每人次2
元。

济南能否也实现季节收费
呢？对此，石军表示，从今年年
初，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比如我们实施了“互联网+”公
交、移动支付的推广。并且推
行了绿色出行卡，市民可以在
有效的时间内，不分乘次地乘
坐市内 2 元以下的所有公交
车。

“关于季节收费的问题，我
们市直相关部门也非常重视。”
石军表示，最近公交企业也和市
直相关部门在交流、协调，抓紧
出台一些公交空调车季节性收
费的方案。“在这里，我也承诺，
在明年的年初，冬春交季之时，
我们会给市民和百姓一个满意
的答复。”石军说。

泉城问政
11月4日，2018年第二季电视问政直播正式拉开序幕，首期问政主题是：“建设四个中心 如

何破解交通制约发展的难题？”上镜单位为济南市规划局、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委、济南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济南市公交总公司。

济南的“断头路”还有约百条

明明年年再再投投2200个个亿亿打打通通““断断头头路路””

本报11月4日讯（记者 刘雅菲） 一说
起交通，不少市民都十分关注“断头路”，从
2018年1月1日到2018年10月25日，市民反映
的断头路问题共387条，集中在刘长山路、簸
箕山路等。

刘长山路贯通工程，2006-2020年济南
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刘长山路西延长线二期
工程将打通济微路和二环西路，向东与旅游
路连接，成为与经十路平行的东西大动脉。但
刘长山路延长线至今没有打通，2017年4月，
市中区区长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条路将
在2018年年底通车，但是至今没有打通。

簸箕山南路正好被一座小山和一个小产
权房小区从中间隔断，这一小区也仅有一条
小路通往外面，一些小区居民往往翻山越岭
才能进入小区。

不仅这两处，济南的西客站片区作为济
南的重要出入口，也存在着大量断头路。有网
友在地图上标出了西客站片区的断头路，一
个个的圆点围成了一个大圈。

为何会有这种情况？济南市交通委主任贾
玉良表示，根据2015年的统计，济南的瓶颈道
路还有150条左右，随着近几年的打通，预计目
前断头路还有一百条左右。这几年都在打通瓶
颈道路，明年还将再投20个亿打通瓶颈道路。

其中，刘长山路之所以还未完全打通，主
要是卡在了铁路桥下的施工。为了保证高铁
运行的安全，这里的施工时间要求非常严格，
因此进度比较慢。“桥下一共有四个箱涵，明
年年底将有两个箱涵打通，打通后再过三四
个月，四个箱涵都能通。”贾玉良说。簸箕山南
路的打通，则是主要卡在了拆迁等问题上，近
期没有打通的计划。

对于西客站片区，济南市规划局局长吕
杰表示，济南市中心城规划道路3819公里，而
真正实施的还不到2100公里，实施率在60%
左右，道路的供应不足也是堵车的重要原因。
西客站片区是城市次中心，也是重要交通枢
纽，做了很完善的交通规划。网友标出的道路
大多数是有规划而没有实施的。如果规划考
虑不周可以结合规划修编调整完善。

由于西客站的建设由济南市城建集团负
责，在建设方面，城建集团副总经理黄女士表
示，西客站诸多的断头路，主要是地块移交、
拆迁、土地法律诉求等原因，导致迟迟未打
通。预计近两年内这一片区能够更加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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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违法停车抓拍量要降9%

市市妇妇幼幼门门前前
将将双双向向通通行行

本报11月4日讯（记者 刘雅菲） 买车
容易，停车难。在4日的电视问政中，济南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曹凤阳表示，今年以
来，济南的机动车仍然高速增长。截至11月3
日，今年新注册机动车26万辆，到今年底能
够突破30万辆。济南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达
到了226万辆，而济南的机动车停车位现在
只有120万个。

这种停车位的缺口，也造成了乱停车现
象的高发。其中，建国小经三路就是一个非
常典型的例子。济南市妇幼保健院就位于建
国小经三路上，每天的就诊量非常大。这条
道路现在为单向通行，上面本来有一条120通
道和一条普通车辆通道，但是120车道现在俨
然成了停车通道。周边的商贩和市民反映，经
常有交警过来给违法停放的车辆贴条，但是
并没有进行进一步的管理。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曹凤阳表示，妇幼保
健院是个专业性非常强的地方，随着二孩政
策的放开，这个地方的刚性需求加大，加上这
个地方有学校，还有老旧社区，所以停车的刚
性需求更大。“针对这个地方的管理，我们现
在也是围绕着保证生命通道，在进行第四轮
的社区交通优化提升，我们已经拿出了方案，
和院方、办事处也达成了一致意见，和周边的
群众也做了一些沟通。”曹凤阳表示，马上就
会把这个地方的单向交通变成双向交通，从
妇幼保健院的门口向西为双行，东边路段和
胜利大街仍然是单向通行。“交通是个动态
的，我们一些管理措施、管控措施也要做出动
态调整。下线之后我们就将进行交通标线更
改等工作，利用下周进行准备，恢复其双向通
行。”

对于周边市民反映的对于这里的违法停
车，交警只贴条不管理的问题，曹凤阳表示，
目前对于违法停车的执法，有几个原则，其
中，影响消防通道和社区公交通行的，要进行
严管、坚决取缔；对一些刚性需求比较大的地
方，尽可能放宽一些；对弹性需求要适当取
缔；另外对交通非常拥堵的地方要从严，对交
通流量比较小、通畅处要从宽。“因为现在毕
竟是公共停车场的建设不到位、配建停车位
的共享使用不到位。这些短板如何解决，就是
要抓执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一味去拖
车、罚款，这不是我们交警所追求的。”

曹凤阳表示，从数据看，济南违法停车
非现场执法的量占执法量的大约29%，“而
今年，济南交警部门提出要把违法停车的抓
拍量降9个百分点。”用差别化收费等，让驾
驶员放下小汽车，改变出行的方式，从而改
变停车的现状。

市妇幼保健院门前的120通道长期被违法停车占据。医院就在眼前，急救车辆就是走不动，只能夹在车流中缓行。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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