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铁试乘先邀动迁市民来坐
王文涛深入治霾治堵一线调研，联系实际宣讲十九大精神

城事汇04
2017 . 10 . 29 星期日 编辑、组版/赵世峰 美编/房超

□记者 杨璐

生活日报10月28日讯 治霾和

治堵是济南市民最关心的两件

事，治理成效如何，今后还有哪些

新打算？28日上午，省委副书记、

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深入治霾治

堵一线调研，联系实际宣讲十九

大精神。将市民关心的事情当做

工作目标，他提议济南第一趟开

出的地铁列车要首先邀请轨交建

设者以及为此动迁的市民群众来

乘坐，道路建设则强调“能早通车

就早通车，能部分通车就先部分

通车，让市民早用上”。

“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能

早一点开通就早一点，让市民早日坐

上地铁、实现‘地铁梦’。”28日上午9
时15分，王文涛一行来到轨道交通

R1线大杨庄站，察看盾构施工情况，

听取轨道交通建设工作汇报。

听到R1线将于2019年底开通

试运营，王文涛嘱咐，“第一批乘客，

要首先邀请轨道交通一线建设者，

特别是沿线的动迁户来坐一坐，让

大家感受轨道交通建设的成果，对

他们无私的付出贡献表示感谢”，到

时还可以制作地铁开通纪念卡，送

给他们收藏。

济南市轨道交通建成后的运营

管理人员培训也在紧锣密鼓地进

行，部分已派到外地甚至国外实地

学习。王文涛说，济南地铁虽然起步

晚，但在运行管理上能从全国很多

城市学习经验和吸取教训，要把安

全运行放在第一位。

27日凌晨，二环西路南延高架

路和工业北路高架路一起试通车。

28日上午，王文涛带着调研团队乘

车来到二环西路南延工程绕城南环

线立交节点，察看通车情况。随后，

又乘车沿二环西路高架路向北、北

园高架向东、工业北路高架路向东

来到郭店立交节点，察看通车情况。

“刚看了下，这趟从西南到东北，只

跑了30多分钟。”调研团有人特意计

了时。

“道路能早通车就早通车，能部

分通车就先部分通车，让市民早日用

上。”在现场，王文涛再次提醒道。二

环西路南延工程仅用17个月就实现

试通车，工业北路高架路工程仅用15
个月就完成了高架路全线试通车和

地面道路全线临时通车。“这就是‘济

南速度’。”王文涛说道。

王文涛还实地察看污水源能源

中心项目，听取电代煤情况汇报，强

调治霾是场持久战，今后要进一步深

化和落实精准治霾举措，确保环境空

气质量不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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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黄隧道和北园高架西延下月开工
济南将编织五大交通系统“大路网”

□记者 杨璐

28日，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

王文涛深入治霾治堵一线调研，联系

实际宣讲十九大精神。记者跟随调研

团采访获悉，今年年底快速路网建成

后，下一步就要完善城外高速路、城内

快速路、城市主次干道、慢行系统、大

容量公共交通BRT和地铁的五大交通

系统，编织一张交通“大路网”。

此外，穿黄隧道和北园高架西延

下月开工，两座新跨黄大桥年底前动

起来。轨道交通M线年底前启动建设，

济南将加快第二期建设规划线路建

设，力争2019年底前全部落地实施。

新东站和机场实现联运

作为济南三大“攻坚战”之一 ,
“治堵”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济

南3条轨道交通R线已全部开工。R1
线是第一条开工建设的轨交线，目前

土建工程已完成了投资额的60%，今

年8月20日高架段开始铺轨施工；地

下5段盾构区间已贯通3段。

R3线一期计划2020年底通车试

运营。目前，R3线一期工程最北端仅

到滩头站，但未来还将继续向北延

伸，连接遥墙机场。“要考虑到空铁联

运问题。”王文涛说。现在新东站、遥

墙机场都在R3线上，空铁联运的需

求会越来越多，要提前谋划，让R3线
的空铁联运成为市民出行新方式。

R2线预计下月具备盾构机始发

条件。另外环线CBD预留工程正在推

进地上物清除、围挡和土方开挖施

工。CBD规划了4条线路7个站点，建

筑地下空间将与地铁无缝对接，用大

容量交通快速疏散人群。

年底前启动建设M线

轨道交通M线密集穿越老城区，

其治堵效果备受市民关注。M1、M2、
M3线总体设计完成，稳定了线站位

方案。结合R线换乘站建设、文化中心

等项目建设，提前开展了M1、M3线车

站预留预埋施工。目前，M3线4个车

站、M1线9个车站主体结构正在施工，

其中M1线西客站、文化中心站、东客

站等3个车站主体结构已封顶。

下一步，济南轨道交通集团争取

尽快获得一期建设规划调整和二期

建设规划批复(包括环线，M1-M4，
R1线北延，R3线二期等7个项目),深
化全域轨道交通线网研究，重点做好

“北跨”和东延章丘线网规划设计工

作。加快M1-M4线工程可行性研究和

工程设计，尽快稳定控制中心方案。

记者了解到，济南将加快第二期

建设规划线路建设，力争2019年底前

全部落地实施。

二环西南延地面路将通车

28日，记者看到已试通车的二环

西南延高架与南绕城高速相接处的

市中收费站，已正常运行。剩余的二

环西路南延地面道路工程将在今年

11月底前全线通车。

济南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工业北路高架与东绕城高速郭店立

交将通过匝道对接，目前，已经协商

完成。再有10天，匝道的改造就会完

成，工业北路高架将能直通东绕城高

速收费站。

济南市交通委主任贾玉良介绍，

余下的快速路工程，二环南路东延工

程、二环东路南延工程以及顺河高架

南延玉函路隧道工程都将在今年年

底前完成。到今年年底，济南就将形

成闭合的快速路网。目前从城区西南

到城区东北就能走二环西南延高架

和工业北路高架，可以不再进入市中

心，能缓解市区交通压力。

新跨黄大桥年底前开工

备受期待的北园高架西延工程，

将在下月开工。该工程将通过立交桥

与京台高速相接，同时继续向西，工

程规模约为5 . 6公里，项目工期为450

天。建成后，市民想驾车直奔西绕城

高速时就有了更多选择。

跨黄通道建设方面，济南提出力

争年内启动“三桥一隧”，即济泺路穿

黄隧道、齐鲁大道北延跨黄河通道、

凤凰路北延跨黄河通道以及济南黄

河公路大桥扩建工程。济南市交通委

负责人介绍，进展顺利的话，济泺路

穿黄隧道将在下月开工，齐鲁大道北

延跨河大桥和凤凰路北延跨河大桥

则计划在年底前开工。二环东路附近

的新黄河大桥的开工要晚一些。

“我们不能说完全解决拥堵，但

是能通过完善交通路网等各种手段，

阶段性地缓解拥堵。”王文涛说，市民

需要的就是我们的工作目标，下一步

要把城外的高速路、进城快速路网、

城区主次干道、大容量公共交通、慢

行系统，这五大系统形成“交通大网

络”，这样济南交通又站在了一个新

起点。王文涛表示，要持续不断加大

交通投入，让市民看到打赢治堵攻

坚战的希望，济南的城市交通会就

此跨入一个新时代。

污水供暖与市政供暖互补

近年来越来越多环保清洁的新

能源供热项目替代燃煤取暖。在北

控水务集团，王文涛一行察看了污

水源能源中心项目，这个项目采用

污水源热泵技术，通过设备在城市

污水中提取热量转化成暖气，为保

护城市蓝天白云做出贡献。项目的

一期供热能力30万平方米，主要为

祥泰新河湾一期、二期，三庆汇德公

馆、凤凰SOHO等供热。

“这种技术既能把污水处理成

中水，又能集中供热，一举两得。”王

文涛表示，下一步可以在总结成功

经验的基础上尝试更大范围推广，

与市政集中取暖实现差异互补。

王文涛察看工业北路快速路，提出下一步要编织五大交通系统“大路网”。 记者 杨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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