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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A07

本报济南10月27日讯（记者
刘飞跃 王瑞超 张伟） 27

日上午，被誉为省内“最美高速”
的济泰高速公路正式通车。按照
120公里/小时的车速，济南至泰
安可由此前的一个多小时车程
缩短为半小时，济南泰安同城化
大大加速。

济泰高速穿梭于济南南部
山区与泰山余脉之中，工程桥隧
比达50%，沿线新建隧道5座（涝
坡隧道、海螺峪隧道、大佛寺隧
道、柳埠隧道、长城岭隧道）、互
通立交3处（涝坡互通、锦绣川互
通、柳埠互通）。因沿线风光优
美，途经多个景区，被誉为“最美
高速”。其中，涝坡隧道是省内最
长的高速公路隧道。

济泰高速全长55 . 9公里，其
中济南段24 . 6公里，泰安段31 . 3
公里，全线双向六车道设计，路
基宽度34 . 50米，设计时速120公

里。按照设计时速，从济南兴隆
收费站到泰安徂徕镇仅需要
27 . 8分钟，济南泰安间半小时直
达成为现实，济泰一体化发展将
大大提速。

按照记者的体验，从济南兴
隆收费站通过二环东路南延到
锦绣川收费站仅需要8分钟，从
济南市区途经济泰高速到泰安
市仅需大约30分钟，其用时仅次
于高铁或者动车，比普通火车还
要快。而走京台高速从济南西客
站出发，至少需要70分钟才能到
达泰安市区。

与现有的京福高速公路相
比，济泰高速在路程、时间上的优
势，对泰安的发展，尤其是岱岳区
东部沿线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带
动作用。高速沿线村镇的工业产
品、农副产品通过高速公路更便
捷的外运，外地游客来泰安泡温
泉、滑雪、采摘将更方便。

济泰高速公路是山东省高
速路网中长期规划（2014-2030
年）中的重要项目，也是省、市政
府确定的重点公路工程，这也是
济南至上海的第二条高速公路。
济泰高速串联京沪高速、莱泰高
速、青兰高速及泰新高速，将大
大完善省城周边的高速公路网。

济泰高速是济南、泰安两主
城区之间区域经济及旅游发展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济南市构
建“高快一体”和“三环十二射”
公路路网意义深远，对于加速省
会经济圈一体化有着巨大的推
动作用。

目前，泰安市正在规划论证
四条高速建设工作，其中济泰高
速将南延至在建的董梁高速。按
照初步规划，济泰高速南延始于
泰新高速化马湾立交以东约4公
里处，向南止于在建董梁高速，
全长约30公里。

本报济南10月27日讯（记者
王瑞超） 27日，由山东高速

集团投资建设的济青中线济南
至潍坊段高速公路工程举行施
工启动活动，标志着项目正式拉
开建设序幕。

济青中线济南至潍坊段主
线全长约162公里，概算总投资
约421亿元，途经章丘区、淄川区、
青州市、临朐县和昌乐县5个县市
区，按照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
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是我
省“九纵五横一环七射多连”高速
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项目建成后，将与济青中线
潍坊至青岛段一起形成省会经
济圈与胶东经济圈间的第三条通

道，对于完善我省高速公路网布
局，提升高速公路网整体效益，
加快省会经济圈建设，促进沿线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同时，作为交通运输
部明确的智慧高速建设试点项
目，该项目的实施将有效提升高
速公路的建设、管理、运行、服务
智慧化水平。

自今年2月份启动项目前期
工作以来，山东高速集团积极克
服疫情影响，仅用7个月的时间，
就完成了土地预审、规划选址等
多个专项批复，并获得省发展改
革委核准立项和省交通运输厅
设计批复，为项目的启动奠定了
坚实基础。

济青中线济南至潍坊段开工

10月27日上午，被誉为“最美高速”的济泰高速正式通车。 本版图片由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周青先 张中 摄

“最美高速”带你打卡“山水济泰”
济泰高速正式建成通车，济南泰安半小时生活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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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高速”开通，举行了隆重的通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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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城市民王女士老家在泰安
岱岳区山口镇，她对济泰高速的通
车很是期待。往常她回泰安老家有
两条路，一条是京台高速，另一条是
省道103，两条路都不好走。京台高
速堵车严重，交通接近饱和，而且岱
岳区位于泰安东部，回家需要开车
近100公里，耗时七八十分钟。

王女士的说法代表了不少济
南和泰安居民之间出行的现状，也
代表了济泰高速建设的迫切需要。
济泰高速起点位于济南市绕城高
速公路与二环东路南延交叉处，也
就是市中区兴隆街道涝坡村，路线
终点位于泰安市徂徕镇东北部，全
线长55.9公里。

目前济南到南部的泰安主要
有三条通道，东面一条是京沪高速

（又叫济莱高速、济青高速南线），
这条线路主要路过新泰市，西面为
国道104和京台高速（又叫京福高
速），穿过泰安市主城区以及泰山
风景区。济泰高速建成后，无疑将
为济南泰安之间再添一条主干道。

济泰高速通车后，将实现与济
南二环东路快速路、济南绕城高速
联网，有效缓解京台高速公路和省
道103的交通压力，也开辟了第二
条济南至上海的高速公路，对济南
市构建“高快一体”和“三环十二
射”公路路网意义十分重大。

按照记者的体验，从济南燕山
立交桥往南通过二环东路南延直
到南绕城仅需要10分钟，也就是说
通过济泰高速从济南市区到泰安
市仅需要40分钟。

济泰高速是山东省高速公路
规划网的“纵六”并行线，济南市“三
环十二射”高快一体路网规划中的
第十条射线。济泰高速不仅仅与二
环东快速路、绕城高速（京沪高速）
实现互联互通，还与莱泰高速、青兰
高速以及泰新高速实现了牵手。

在省会经济圈的基础上，省会
城市经济圈一体化在多个重要场
合被提及。济莱区划调整后，济淄
和济泰同城化迫在眉睫。“交通是同
城化的基础，按照现在的设想，乘坐
轨道交通在一小时之内到达基本
算是同城化。”山东大学交通规划与
设计研究中心主任张汝华说。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从交通上
来说，济泰同城化已经实现。此外，
济泰高速通过济南南部山区的仲
宫、柳埠以及西营，沿途有锦绣川、
红叶谷等风景名胜，在泰安市境内
途经泰山景区、徂徕景区，一路绿
色，算得上是济南“最具颜值”的高
速公路。爬泰山、看趵突泉一上午
的时间就能完成。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刘飞跃

在济泰一体化过程中，市民
最关心的还是能够从中获得哪些
利好。随着旅游年卡、互联互通卡
等的发行，更加便利的公共服务
正逐渐向两地居民敞开。

“离泰安越来越近了！”济南
市民王先生感叹，在泰安出生的
他来济生活已有十多年，随着济
泰高速的开通、“济泰同城”优惠
年卡等的发行，他与家乡在空间
上与身份上的距离正变得更近。

今年9月1日，“济泰同城
畅游泰山”优惠年卡发行，济南
市民可凭年卡免费游览泰山等
多个景点，泰安市民也享受济南
公园年票同城待遇，这种“同城
待遇”也标志着两地同城化在文
旅方面取得实质进展。

9月21日，济南市推出了省
会都市圈互联互通卡，凭借省会
都市圈互联互通卡，市民可在济
南、泰安、聊城、德州、滨州和东营
等7个城市通用乘坐公交车，满足
了省会都市圈内的市民便捷共享
公共交通服务。据了解，今后7市
还将结合省会都市圈一体化发展
进程，逐步推出专属票价政策。

在交通、旅游等一体化的同
时，济泰两地民众正期待着更多
层面上的“一体化”，民生能否同
建，社保、教育、医疗能否同享，达

成这些“一体化”，才会让两地居
民连得更近。

今年8月11日，济南市人民
政府与泰安市人民政府正式签
订一体化发展战略合作协议，深
入实施省会经济圈一体化发展
战略。其中就包括加快推进两市
城际客运公交化改造，适时开通
济泰东部公交线路，推进公共交
通一卡互通。

合作协议中，市民可享受到
的服务是重点，例如要依托济南
优质医疗资源，发挥泰安生态优
势，携手发展医养健康产业，支持
驻济高水平医院在泰安开办分院
或与泰安市合作建设新医院，依
托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北方中
心，与泰安搭建医学科技、学术平
台。畅通两市转诊绿色通道。

在社保服务方面，将在经济
圈内推行社保“一卡通”，推进电
子社保卡应用，畅通异地居住退
休人员养老保险信息交换渠道，
推动工伤认定政策统一、结果互
认，共同研究探索“互联网+社保”
的便民平台服务模式，提供更为
高效的便民服务，让人民群众办
事少跑腿。这些都将为市民带来
实实在在的好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于悦 程凌润

8月11日，济南市人民政府与泰安市人民政府
正式签订一体化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协议明确指出，两地将深入挖掘黄河文化、泰
山文化、泉水文化、红色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
化等历史内涵，共同实施“济南泉·城文化景观”、
泰山等重点文化遗产保护。

同时，两地加快“山水圣人”中华文化枢轴建
设推广步伐，以文旅合作为突破口，联动济宁

（曲阜）加快打造世界文明交流互鉴高地。推进
济南南部山区、泰山景区协作发展，共建“大泰
山”旅游圈。

根据协议，两地进一步整合天下第一泉景区、
千佛山风景区、泰山景区、徂徕山景区、东平湖景
区等旅游资源，打包推出一体化精品旅游线路，面
向全省、全国进行品牌运营。

9月1日起，“济泰同城畅游泰山”优惠年卡发
放；10月9日起，济南联同泰安、济宁两地实施“山
水圣人”国有景区门票联动优惠正式实施；10月中
旬，《泰山宣言》发布，济南、泰安等8市实现省会经
济圈（中华文化枢轴）旅游一体化营销。

“对于济南市民来说，近郊游的半径扩大了，
徂徕山、大汶河将成为新的近郊游目的地；而济南
的都市游也会吸引大批泰安市民，比如万象城、奥
体会。”山东国信国际旅行社董事长张晓国说，济
泰高速有利于两地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在张晓国看来，济泰高速不仅是旅游路，更是
商业路、同城夜生活共享的路。“以前去看封禅大
典的演出要绕大一圈，现在吃完晚饭就能去看演
出，看完演出还能接着回济南。”张晓国说，济泰高
速也将进一步带动两地夜经济的发展。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程凌润 于悦

快捷通畅的交通网络是构建省会经济圈的基础
条件。目前，经十路东延西拓工程建设提速，济齐大
道改建工程顺利验收，济乐高速公路南延线通车运
营，济青中线济南至潍坊段高速公路获得批复，济郑
铁路山东段全线唯一控制性工程进入实质性施工阶
段，济莱高铁全线首座隧道贯通，济滨高铁完成初步
设计审查，京沪高铁二通道滨州至东营段完成可研
报告审查和鉴修，省会经济圈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正
不断推进。

“区域一体化中，交通是支撑。”山东财经大学区
域经济研究院院长董彦岭认为，不断完善的交通网
络也为同城化发展织密了联系，增加了发展维度。

未来的区域竞争，更多的是以城市群或经济圈
的形式呈现的。省会经济圈建设有着先天的优势，各
城市之间产业相对互补，城区距离相对较近，作为省
会经济圈的中心城市，济南也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
先行区、自贸试验区济南片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三大国家战略交汇叠加的重大战略机遇
期、加快跨越发展的黄金期，接连踏上了面积超一万
平方公里、人口超一千万、地区生产总值迈入万亿元
俱乐部的重要关口。

目前，济南市已围绕完善省会经济圈基础设施
网络体系、建设产业集聚引领高地、强化生态环境共
保联治、打造文明交流互鉴窗口、提高区域公共服务
水平、扩大对内对外双向开放、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机
制等七个重要领域，提出29条重点任务，细分为100
余项具体行动，按照时间表抓好落实。

未来，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各市间协作的
加强，山东的省会经济圈有望成为北方最重要的城
市群之一，实现7市3400万人口的共同发展。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于悦 程凌润

爬泰山、逛趵突泉一上午就能如愿 旅游、公交、社保……统统“一卡通” 两地共建“大泰山”旅游圈 为省会经济圈增加发展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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