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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5年省会经济圈市市通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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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1小时经济圈
高铁里程将突破500公里

8月4日上午8点，G103从济南西站缓
缓驶出，朝目的地上海虹桥站驶去。同一
时间，G1054在济南西离站运行，驶向北
京南站。济南通衢南北、横贯东西，为高
铁发展提供了区位优势，300余趟高铁直
达全国260城，高铁直达城市数量仅次于
北京。在时间上，从济南出发，1 . 5小时可
抵达北京，3小时可抵达上海。

业内专家认为，综合立体交通网需
要水陆空齐发力，在各个空间都有完备
的运输网络，综合交通不是扁平化延伸，
而是立体化发展，而在交通强市发展中，
铁路是重要一环。此次《规划》提到，济南
将加快建设“米字形”高铁网，融入国家
高铁大通道。今年上半年，济南完成交通
投资297 . 6亿元，同比增长21 . 4%。济郑高
铁、济莱高铁等重点项目加快建设；济滨
高铁提上日程，正在加快前期工作，计划
今年年内开工。

此外，济南普速铁路连通深度将得
到提升，相关部门将推动郭家沟至大石
家地方铁路线、聊泰铁路规划建设，谋划
研究胶济铁路至瓦日铁路联络线、济西
至十二里阁联络线等项目，实施“支线铁
路进港进园”工程，打通铁路运输“最后
一公里”。

记者从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获
悉，到2025年，济南“米字形”高铁网基本
形成，全市高铁运营及在建里程突破500
公里，建成济郑高铁、济莱高铁、黄台联
络线，实现省会经济圈市市通高铁，打造
轨道上的省会经济圈。以济南为中心，打
造辐射周边城市的“1小时经济圈”，构建
高铁大通道，加强济南和周边县域单元
互联互通。

公铁空水齐发力
构建沿黄综合交通大廊道

7月中旬，世界最大直径核电支承环
在济南装车上路，通过济青高速北线（青
银高速济青段）运输至潍坊出海，该大件
总宽度15 . 8米，横跨四条车道，经过各方
努力，大件运输车顺利驶出济南。

“超大件超限运输对高速公路通行
能力要求极高，从这里也能看出济南境
内高速公路的承载力。”山东大学交通规
划设计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张汝华称，核
电支承环通过的青银高速公路是我国重
要的一条物流大通道，国家东西公路横
向主干线之一，通过这条路，济南在省内
与青岛、潍坊、淄博等城市形成了一条东
西客货流大动脉，也与河北、山西、陕西、
宁夏4个省区建立了快速联系动脉。

记者发现，此次《规划》中也提到了
青银交通运输走廊的建设。“十四五期
间，我们继续构建‘一轴二廊三通道’综
合交通主骨架，东西贯通黄河流域‘一字
型’大通道。”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党
组书记、局长曹殿军告诉记者，所谓的

“一轴”指的是京沪综合运输通道，是济
南北向连接京津冀，南向连接长三角乃
至连通全球的主廊道。“二廊”即沿黄“一
字形形”综合运输通道和青银综合运输通
道。

“其中，‘沿黄一字形’综合运输通道
是济南西向经郑州至西安、兰州、西宁，进
而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东向连接滨州、
东营，通达渤海的主廊道。”曹殿军称，另
一廊道青银综合运输通道是济南东向对
接海上丝绸之路，西向连通华北并延伸至
山西、宁夏、甘肃等腹地的主廊道。

加快畅通黄金水道
将建成1000吨级泊位14个

从地理位置上看，济南处于黄河下
游，属于坐拥大河的内陆城市，水运对于
泉城来说，历史比较“模糊”。但近年来，
随着基础设施建设与大交通发展的不断
进步，通江达海成了可能。

《规划》指出，济南将打造小清河海
河联运新通道，推动交通基础设施立体
互联，建设河海联运的港口水运体系。完
成小清河复航及主城港区、章丘港区一
期工程建设，建成1000吨级泊位14个，构
建“一港二区”总体发展格局，大力发展
河海联运，形成出海出境新通道，联通国
际海运物流通道。

小清河复航工程是山东省重点水利
工程“头号工程”和山东省内河航道布局
规划“一纵三横”高等级航道网中的重要

“一横”。业界人士指出，随着小清河复航
工程的建设实施，将形成山东第一条海
河直达的高等级水运通道。小清河复航
后，航道规划济南、滨州、淄博、东营、潍

坊5个港口，海河联运每年可以分流超过
4000万吨的大宗货物运量，相当于再造
一条胶济铁路，大大降低物流运输成本，
有效拉动沿线城市经济。

不远的将来，从济南坐船直达小清
河入海口将成为现实，往日“船桅林立”
的航运画面将重现。

“空铁轨路”零距离换乘
打造黄河流域对外开放门户

除了铁路、公路、水路，《规划》也对
航空提出了发展要求。济南将建设4F级
国际空港枢纽，打造“空铁轨路”零距离
换乘，加密国际国内航线，提升辐射能
级。围绕打造陆海联动战略支点目标，今
年年内即将开工的济南国际机场二期改
扩建工程，充分预留轨道、高铁接入条
件，将进一步提升遥墙国际机场辐射能
级和门户链接能力。

“推进铁路港、空港、水港、公路港联
动的国际陆港建设，形成联动陆海、服务
全国、联通世界的综合性物流枢纽。”曹
殿军称，济南将重点提升国际、国内、省会
经济圈、市域、中心城区的设施供给能力，
构建以综合运输通道为骨干、以国际空港
枢纽和济南国际陆港为核心支点、以多层
次网络为依托的综合立体交通网。

据了解，到2025年，济南高速公路通
车里程将达940公里，六车道及以上占比
达到88%，市域范围内平均每7公里就有1
处跨黄通道，小清河航道建成投用，济南
国际陆港基本建成……基本形成以航空
运输为引领、轨道交通为骨架、道路交通
为经脉、水路运输为补充、以交通枢纽为
支点的综合立体交通网。

记者 褚思雨
通讯员 刘军

济宁在全省首创助残
“一件事”全流程在线服
务，将多个助残事项整合
成“一件事”，实现残疾人
业务事项线上集成办。

“这就全部办完了？其
他部门不用再去了？”当得
到工作人员肯定答复后，
一脸疑惑的李建高兴地竖
起大拇指。8月3日，在济宁
太白湖新区许庄街道为民
服务中心助残“一件事”服
务专窗前，李建接过新办
理的《残疾人证》，心里还
想着问问怎样办理残疾人
护理补贴的事，工作人员
一次性全办好了。如此高
效的服务，他毫不犹豫给
柜台服务按下“满意”评价
键。

半个月前，李建在窗
口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从
山东政务服务网（济宁市）

“残疾人一件事办理”平台
线上填写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残疾人证申请表》及
有关材料，准备为岳父史
大全新办《残疾人证》。工作人员现场审核
无误后，告知他们到指定残疾评定机构进
行残疾评定。经过医生的评级鉴定，史大全
为视力一级残疾，属重度残疾。

“残疾人是社会弱势群体，要带他们出
来办一次事不容易。现在，办理残疾人证和
所有扶残政策都能够网上办理，只需来一
次体检定级现场就能办妥全部事宜，给我
们带来很大便利。”李建说。

济宁太白湖新区社会事业发展局残疾
人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孔维川介绍，该系
统是济宁“无证明城市”大数据共享平台的
成果，各部门的信息系统打通后，资源数据
实现共享互通。以新办《残疾人证》和残疾
人补贴为例，改革前申请人需要到乡镇（街
道）申请，填表后到指定医院鉴定，鉴定后
公示5天，然后由区社发局发证，再依次到
医保、社保、民政等部门递交、填写材料，申
请相关助残补贴。改革后，申请人只需要在
网上发起申请，或由他人线下代办申请，乡
镇（街道）和区残联工作人员在网上审核通
过，申请人直接去定点医院鉴定，鉴定结束
残联工作人员即可办理残疾人证，一般7到
10天就能拿证。

“申请人在医院评残时，其材料信息同
步推送到医保、民政等部门，待审核、审批
通过后，即可直接办理生活补贴和护理补
贴，无须当事人再次申请和提报材料。”孔
维川说。

“如今国家、地方推出的助残政策好、
覆盖面广，不少残疾人由于身体条件、文化
水平、沟通理解能力等问题，获取信息相对
闭塞，逐项提出申请不仅费时费力，还可能
因不知情未能享受应有的补贴。”济宁市残
疾人联合会组织联络维权部副主任刘军表
示，去年以来，济宁着手进行“1+N”助残

“一件事”改革，市残联会同市行政审批服
务局、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市医疗保障局、市大数据中心等部门制
定出台《关于在助残服务领域推行助残“一
件事”的通知》，全面推行助残一件事“一网
通办”。

目前，济宁各县市区各级为民服务中
心都已设立助残“一件事”服务专窗，实行
一表申报、一站受理。自窗口上线以来已办
理2134件，惠及群众2000余人，发放补贴300
余万元，畅通服务残疾人的“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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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百业兴，先行在交通。8月4日，济南市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济南市“十四
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下简称《规划》）。“十四五”期间，济南将贯通黄河流域

“一”字形大通道，加快建设“米字形”高铁及“二环一联十六射”高速路网，高铁里程
突破500公里。公路、铁路、航空、水运联动发展，大步迈向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为民服务中心设有助残“一件事”服务专窗。编辑：彭传刚 美编：继红 组版：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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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艳 通讯员 莒法宣

近日，莒县法院公开宣判两起高空
抛物案，一起案件被告人马某被判处拘
役六个月，缓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一万元；另一起案件被告人武某被判处
拘役五个月，缓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一万元。这是自2021年3月1日高空抛物
行为正式入刑以来，莒县法院宣判的两
起高空抛物案件。

2021年11月14日20时许，被告人马某
与邻居魏某因楼顶公共区域使用产生纠
纷，马某酒后到其居住的莒县某小区七
楼楼顶，将魏某放置在楼顶的一个美容
烤灯、一个美容喷雾机抛掷到楼下，所幸

没有伤及群众。经称量，被扔到楼下的美
容烤灯及美容喷雾机重17 . 8斤。

同年12月25日22时许，被告人武某在
莒县某小区四楼其前妻家中与前妻发生
争执，其前妻报警。民警处置完警情下楼
准备离开时，武某为宣泄不满情绪，从北
窗户向外投掷一个电锅、两个碗盘和半
桶酱油，酱油桶击中停放在楼下的警车，
所幸没有人员受伤。

莒县法院经审理认为，两起案件的被
告人马某、武某从建筑物上抛掷物品，情节
严重，构成高空抛物罪。鉴于二被告人的行
为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具有自首
或坦白、自愿认罪认罚等从宽处罚情节，法
院遂作出上述判决。判决作出后，二被告人

服判息诉，为自己一时冲动追悔莫及。
近年来，随着高层住宅越来越多，高

空抛物、坠物乱象频生，被称为“悬在城
市上空的痛”。据测算，即便一枚铁钉、一
个空易拉罐、一枚鸡蛋等很小的物品，如
果从高空抛下或坠落，都可能成为杀伤
力巨大的“凶器”，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任何无视他人安全、随意
高空抛物的行为，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泄私愤四楼扔东西砸中警车
日照一男子被判刑，并处罚金一万元

到到22002255年年济济南南““米米字字形形””高高铁铁网网基基本本

形形成成。。 图图片片来来源源济济南南市市交交通通运运输输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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