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南机动车不会简单限号限购
2016年度第二季直播电视问政“热辣开考”，首期聚焦“治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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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璐

生活日报10月30日讯 济南将治

堵列为全市三大攻坚战之一，如何破

解“越治越堵”难题，10月30日周日，

2016年度第二季直播电视问政“热辣

开考”，济南市规划局、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市城管局、市交通局、市市政公用

局、济南供电公司等单位负责人围绕

“治堵，如何下好疏导这盘棋？”这一话

题回应社会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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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直播电视问政现场。

济南市政府网 供图

政策不鼓励机动车限购限号

今年在“两会”上写了一个关于

“限号”的提案，希望济南像北京一

样，按照限尾号5-0，6-1、7-2、8-3、9
-4，星期一到星期五限号一天，不过

交警支队没有通过，想问一下什么

原因。

回应：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副支队长段富勇解释说，从目前国

家政策来看，不鼓励简单的限购和

限号，因为这是懒政的表现之一。

从几个城市实行限购限号的情

况来看，简单的限购和限号，可能短

期会起到缓解交通的效果，但随着

车辆的增多，又会刺激一些人将车

辆开出来，或者是购买更多的车辆。

通过数据分析，济南有170万辆车，

每天真正开上路的才60万辆，也就

是说大部分车辆在闲置。

治堵要通过行政、法律和经济等

手段综合施策，才能起到治本效果。

公交分担率不升反降

济南拥堵多次排在全国前列，大

力发展公共交通是治堵良方也是多次

提及，但是济南目前的公交分担率仅

为25%，较2011年下降了4.69%。

公交分担率为何不升反降？从

市民的公交体验中可窥一二。“出小

区到公交车站起码得15到20分钟。”

万科城居民孔女士抱怨说。因地铁

R3线建设，原来在万科城附近的一

条公交线路改道，奥体西路没有公

交车通行，居民出行不便。还有在交

通流量较大二环东路、历山路等道

路BRT公交专用道利用率并不高，其

他车道常常排满了车辆。

回应：“东城和西城公交的覆盖

率偏低一些，下一步要加强这方面

的工作。”问政现场，济南公交公司

总经理薛兴海说。

为什么出现分担率下降？薛

兴海分析认为，公交分担率低的

问题是一个城市公交发展的综合

指标。像济南现在大规模修路，“济

南市公交线路一共246条，我们调整

了100多条。线路调整给广大市民的

出行带来非常大的不便，这是公交

分担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另外，尽管设置了公交专用道，

但是没有专用道的地方，因交通拥

堵，公交车也会堵成一片。公交车的

车速下降、正点率不高，导致公交乘

坐品质下降、竞争力下降，公交出行

时间不可预计，“没准、没点”，这样

人们对公交的依赖就下降，这使公

交竞争力进一步下降。

凤凰路开工3年仍未贯通

治堵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

疏通道路，而断头路、瓶颈路无疑

是 造 成 城 市 拥 堵 的 重 要 症 结 之

一。“这个凤凰路，起码我结婚都

十多年了，还没通开。”徐家庄小

区居民刘女士说，市民都盼着凤

凰路早日贯通。同样的情况出现在

泺安路，泺安路是位于无影山中路

上的一条断头路。“直走不超过500
米，绕着走得2公里。”“往汽配市场

去，从这上山，再绕下去。”生产路的

北延工程想直线北延很难实现。与

生产路相似，历阳大街本来是一条

双向六车道的马路，却在通往舜耕

路口上，被居民楼拦腰斩断，变成3
车道，使历阳大街在舜耕路口形成

一个瓶颈。

回应：济南市市政公用局副局

长张宝文解释说，之所以有断头路

和瓶颈路，多是历史上牵扯拆迁等

难题。

问政短片中反映的凤凰路，工

业北路以北一直到济聊高速连接线

已经贯通，中间段还没有。“中间这

段有两个问题，一是拆迁，主要是在

赵庄有个轨道交通M1换乘站要建。

第二是下穿铁路，工作较复杂，工程

进展也比较慢。所以牵扯这么两个

原因，凤凰路中段这一块在短时间

内无法贯通。”

另外，泺安路作为市区两级共

同策划的工程，区里负责拆迁，市

里负责建设。目前所有建设相关手

续已经准备完毕。生产路向北的尽

头已建了几排居民楼，想直线北延

很难实现。

舜耕路公交专用道推迟

领秀城业主王女士：只有领秀

城里面划分了公交车道，是不是意

义不是特别大？如果能一直延续到

北头都有公交车道，我觉得那才能

真正提升出行效率。

回应：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副支队长段富勇：今年舜耕路施划

公交专用道是在计划之内，但由于

周边的道路施工较多，这个时期划

了公交专道会对周边的几条道路影

响会更大，所以一直没有实行。这些

施工完毕以后，可能舜耕路要施划

公交专用道。另外，公交专用道如果

不成网的话，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增加跨黄通道缓解拥堵

人大代表在现场指出，济南黄

河公路大桥路段和黄河公路大桥到

外环东路高架桥路段，每天早晨7

点、下午6点左右都是堵车高峰期，

直接影响进出济南的通行。

回应：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副支队长段富勇：当时建设黄河大

桥时，交通流量设计是一定的，如今

机动车的高速发展已经不适合了，

还有零点立交的最初计并没有考虑

连接问题，再加上了两边两个大物

流企业，形成了交通的一个堵点。另

外，济南市号牌的小型车免费以后，

也吸引了更多车流向这里集中。下

一步对这个道路的改造市里已有了

一个计划。

济南市规划局局长贾玉良：解

决跨黄河交通问题，要靠增加数量、

均匀流量，多增加几座桥梁、通道，

否则数量少即使这个路口快速跨过

了，下一个路口还是拥堵。目前已有

增加跨黄交通的规划。

□记者 杨璐

济南市的轨道交通已经开工

了R1和R3两条线，今年年底前还

要开工第三条线，明年的开工计划

也非常密集。问政现场，有济南政

府网网友留言，想知道济南轨道交

通M线和R2线啥时候开始？济南市

规划局局长贾玉良回答说，R2线马

上要开工，M线的各项报国家的近

期建设计划全部已经通过了，现在

一条一条的线正在做可行性研究

工作，估计明年还会开工几条M
线。济南市轨道交通集团副总经理

周建国也回应说，济南的轨道交通

启动较晚，但建设速度还是很快

的，仅一年时间就启动了R 1、R 3
线，今年11月份还要启动R2线。最

早开工的R1线高架桥的上部结构

雏形已经出现，地下部分4台盾构

机已经掘进了1500米。

今年11月启动轨道交通R2线
明年预计开工几条M线

点评嘉宾，省政府参事、省政

协常委、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相

超认为，济南可推行的公共交通

方式有这么几种形式：大家经常

见到的公交车、正在修建的轨道

交通，还有出租车包括网约车、租

赁自行车。而目前济南市立体化、

现代化的公共交通体系非常不完

善，缺少了重要的一块，就是轨道

交通。

“没有地铁，神仙也解决不了

交通问题。”邓相超表示，济南市

作为二线城市，省会城市，是第一

个喊出要修地铁的，如今20多年

“雷声滚滚”，轨道交通才启动。根

据国际上的一般规律，城市超过

100万人口，要考虑修轨道交通，

超过200万人口，一定要有地铁

运行了。现在济南户籍人口300
多万，流动人口接近200万，济南

市生活了就有500万人口。

再说到济南的公共自行车租

赁，邓相超骤起眉头说，“一提到

这个我就生气，我是倡导者”，

2006年浙江的一个老板拿3000
万，在济南搞免费租赁自行车，到

2008年还没有推开，1000万花完

了，老板离开了。邓相超说，2007
年他向省政协写了一份提案，提

出济南市修建免费租赁自行车，

但没有立案，也就没有地方落实。

后来，2008年下半年，浙江方面

给他打电话说是杭州要推行免费

租赁自行车。“问我怎么办？我说，

你们一定要搞一把手工程，你们

的交通局和公交公司一定要介

入，不然推不下去。现在大家看杭

州，运行了3万多辆自行车，潍坊

是2万多辆自行车，上班人员基

本是租赁自行车的。我们济南就

是推进不开。我不知道(原因)在
什么地方，我只能生气。”

倡导10年还没自行车

从10月30日起到11月27日，

每个星期日上午的10点到12点
06分，“直面问题 践行承诺”

2016年度第二季直播电视问政

节目又将“热辣开考”。

新一季直播电视问政节目

表：11月6日问政主题为“真诚招

商”；11月13日问政主题为“棚

改”；11月20日问政主题为“治霾

攻坚”；11月27日的问政主题为

“脱贫攻坚”。

电视问政“热辣开考”
下期聚焦“真诚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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