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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晨6时首发 地铁1号线开启商业运营
WiFi信号全覆盖，重大节日或24小时不间断运行
□记者 杨璐 杜亚慧 王健

盼望着，盼望着，开往春天的地铁
来了！济南历史上首条地铁线——— 济南
轨道交通1号线，4月1日开始商业运营，
首班车于早上6:00在长清区工研院站
和槐荫区方特站同步对向始发，乘客这
天起可以正式购票上车，畅享便捷的地
铁出行。乘客WiFi系统也将开放试用，
高架段与地下段全域覆盖、完全免费。

试运行期8万多市民参观体验

1号线自2015年7月开工建设以来，
仅用1265天便实现全线开通，创造了轨
道交通建设史上的“济南速度”。

2019年1月1日，1号线通车试运行，
济南迎来地铁时代。在试运行的三个月
期间，市民预约体验的热情特别高涨，
共有8万多名市民到站参观体验。

4月1日，济南轨道交通1号线正式商
业运营，首班车于早6:00在工研院站和方
特站双向对发，末班车发车时间为21:30，
发车地点和方向与首班车保持一致。乘
客最早可提前10分钟进入车站候车。

日前，济南轨道交通集团相关负责
人表示，目前由于1号线检修维护保养
的频次长、客流量不高等原因，暂不能
实现延长末班车发车时间及增加班次
的情况。不过未来，根据重大节日的需
求量，会适当调整班次，不排除24小时
不间断运行。

首批地铁司机正式上岗

随着1号线正式商业运营，济南市
第一批地铁司机也正式上岗。目前，济
南轨交集团共有148名地铁司机，绝大
部分都是“90后”，其中还有7名女司机，
被称为“七朵金花”。

1996年出生的王智源就是其中之
一。2014年7月，刚高考完的王智源来到
济南会展中心参加高校招生会。喜欢画
画、本想学室内设计的她听从了父亲的
建议，报考了城轨交通专业。父亲觉得，
学这个专业不用愁工作问题，而她自己
也对驾驶感兴趣。毕业后，他们到苏州培
训了8个月。8个月的培训中，有6个月都
是在练习“精准对标”。从早上8点钟到晚
上10点，一刻不停地训练，每天大概上千
次地练习对标。在王智源看来，刻苦训练
是为了给乘客提供更好的服务。

据悉，地铁司机并不是只坐在驾驶
室里，1号线共有11个车站，全线运行时
间约为32分钟，每两三分钟就能到达下
一站，而每一次进站，司机们都要起身
进行车外操作，确保每个步骤的安全。

WiFi开放试用完全免费

为满足1号线乘客的网络需求，济
南轨交集团主动联合济南铁塔，与三大
网络通信运营商就1号线网络通信建设
工作进行对接。济南轨交集团始终坚持
将网络建设与地铁建设项目“同步规
划、同步设计、同步实施、同步开通”，针
对1号线网络通信建设仅有5个月时间，
积极调度、倒排工期，全力保障工程建
设进度，实现地铁内广电广播工程与民
用通信同步规划设计、同时实施的先
例，为1号线通车提供通信保障。

根据今年1月份的数据，1号线项目
累计开通4G设备308台，高架区域布设
沿途基站57个，并进行多轮拉网测试及
再优化工作，满足高清视频、实时游戏
的大带宽、高速率网络需求，有效保障
了地铁办公与乘客运营网络通信需要。

济南轨交集团相关负责人透露，4
月1日起，济南地铁1号线乘客WiFi系
统将开放试用，高架段与地下段全域
覆盖，完全免费。

4月1日，济南轨交1号线开启商业运营。“追梦”三十年，泉城正式迈入地铁时代。资料片 记者 王鑫 摄

“有人说，地铁规划不就
是设计一条线吗？有什么困难
的，我想告诉大家，画这条线
需要考虑方方面面，建地铁就
是建城市。大到整个城市的发
展战略、总体规划，能不能带
动地区发展，小到关注市民出
行需求，换乘是不是方便，与
地下商场和停车衔接好不

好。”作为地铁设计师，济南轨
交集团总工办副主任韩刚更
能感受到地铁对城市发展的
带动和引领作用。

1号线的建成通车，对加强
西部新城区与主城区之间的联
系和西部城区的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支撑。长清和济南主城区
进入30分钟生活圈，各类市场要

素，比如人才、资金、物资等会在
这条线上更高效自由搭配。

1号线的运营给西部新城
带来发展新契机，不仅方便了
沿线居民出行，拉近了长清和
主城区的距离。更为重要的是，1
号线引领了城市持续发展、拉
开了城市发展框架、优化了产
业发展布局、提升了省会品质。

长清与主城区进入30分钟生活圈

除了1号线，其他地铁线路
也在加紧推进，最快到2020年，
济南市将实现3条R线通车，里
程将达到84 . 1公里，形成轨道
交通“H”形基本骨架网络。

30年“地铁梦”审慎前行

1988年，济南就开始对地
铁进行初步探索，1993年左右
济南曾成立轻轨工程筹建处，
之后因为政策、保泉等原因，这
个临时机构被取消。1999年济
南又一次启动轨道交通论证，
2009年2月济南市城市轨道交
通规划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
立，2013年12月济南轨道交通集
团成立，2015年7月，1号线试验
段开工，2015年11月1号线全线
开工，2019年1月1日1号线通
车……“追梦”三十年，正因走得
审慎，今日的步伐才如此坚定。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地下
泉水是济南的瑰宝，也给地铁
建设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正
如参与地质勘探的专家所说，

“西部的地质条件相对较好，离
泉水核心区较远，我们想通过修
建1号线，为后期经过市区的线
路积累保泉经验和技术”。

明年实现3条R线通车

除了1号线，济南轨交3号
线(R3线一期)自2016年6月20
日开工，建设不断提速，3月底
已实现全线“洞通”，确保今年
国庆节通车试运行。3号线的首
列车有望4月中旬运抵济南。

横贯东西的R2线是济南
轨道交通一轮规划中，市民最
为期待的。自2018年11月28日，
R2线调整后的规划得到国家
批复后，建设全面提速，力争到
2020年具备通车条件。R2线最
大的亮点是由常规线路调整成
了全自动无人驾驶线路，目前
在山东还是首条。

这意味着，最快到2020年
济南市将实现3条R线通车，里
程将达到84 . 1公里，形成轨道
交通“H”形基本骨架网络。

年内力争再开工两条线

除了一轮规划的3条R
线，密集穿越主城区的济南轨
道交通二轮建设规划也备受关
注。此前，济南轨交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陈思斌接受采访时
透露，争取今年下半年二轮获
得批复。二轮规划线路最大规

模为150公里左右，重点有5个
项目。如果批复顺利，二轮建设
根据“先急后缓”的原则，力争
今年内再开工两条线路，涉及
经十路、经一路和跨河桥隧的
线路有望先开工。

除了在主城区布局地铁
线网，济南还正着力推进一张
地铁大网的论证和研究，计划
到2025年，济南的轨道交通建
设可以加密成网。规划涉及三
个层次，一个是市域快线，就
是周边地区；第二个是核心
区，也叫慢线；第三个层次充
分考虑一个主中心、一个副中
心、五个次中心、12个地区中
心和两个卫星城的城市布局
以及跨黄河发展，还有新旧动
能转换先行区等诸多因素，还
考虑将章丘、济阳、长清、平阴
等纳入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研
究范围。

最快2020年 济南R线“H”形地铁成网
R3线国庆节通车，R2线力争明年具备通车条件

●2015 .07 . 16 正式开工
●2015 . 11 . 10 全线开工
●2016 . 07 . 23 首台盾构机“开

拓一号”始发
●2017 .02 .22 首个地下区间
单线贯通
●2017 .04 . 10 首个车站创新
谷站主体结构完工
●2017 . 07 . 17 成功“零沉降”
下穿京沪高铁
●2017 .07 .27 首个地下车站
王府庄站顺利封顶
●2017 .08 .20 开始铺轨施工
●2017 . 12 . 19 高架段全线贯通
●2018 .04 .20 全线实现贯通
●2018 .05 . 17 首列车抵达济南
●2018 .06 .20 首列车开始正

线高速动调及热滑试验
●2018 .07 .31 全线轨通
●2018 .08 .31 全线电通
●2018 .09 .26 全线热滑试验顺

利完成
●2018 . 10 开启联调联试
●2018 . 11 . 29 获得1号线试运

行安全证书
●2019 .01 .01 通车试运行
●2019 . 04 . 01 商业运营

1号线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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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日，地铁1号线建
成通车后，为满足市民参观体验
需求，济南轨交集团面向市民开
展了1号线“参观体验、征求意见”
活动。1月2日-3月底，每周一到周
六上午可乘车体验，市民可提前
一天在济南地铁APP上抢票，每个
账号每天有10次抢票机会，抢得
多张参观体验票可与他人分享。

“一开始票根本抢不到，就
跟中大奖似的。”市民王女士说，
他们连续抢了好几天都没抢到，
幸亏后来体验票的放票量加大。

刚开始抢到体验票
就像中大奖

明明年年济济南南或或将将形形成成RR线线““HH””形形地地铁铁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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