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莱高铁通车进入倒计时，两地间高速公路也有望免费

双黄金通道将打造济莱“一日生活圈”

编辑：于海霞 美编：马秀霞 组版：颜莉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2022年9月21日 星期三 A05关注

记者 于泊升

迈向东南的“大腿”
补齐通衢南北的高铁网

近日，有市民在济南东站附
近看到检测列车在济莱高铁轨
道上进行测试，而在其他地段，
也有检测车驶过。9月15日，济莱
高铁开始联调联试，进入动态检
测阶段，距离通车又近一步。据
了解，联调联试就是采用高速综
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在
线路上以不同速度等级进行往
返运行，对各系统状态和系统间
匹配关系进行反复检测、调试、
验证，使高速铁路整体系统功能
达到最优。

济莱高铁是济南“米字型”
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
国第一条市域高铁，从地图上
看，该线是济南主城区向东南方
向辐射的一条重要射线。线路长
度117公里，共设济南东、历城、
章丘南、雪野、莱芜北、钢城6个
车站，设计时速350公里。项目建
成后，从济南东站到钢城站只需
22 . 5分钟。

《济南市“十四五”综合交通
运输发展规划》指出，济南将统
筹推进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建成济莱高铁、黄东联络线，打
造轨道上的省会经济圈，到2025
年，“米字型”高铁网基本形成。
作为东南向射线的济莱高铁，从
整个“米字型”高铁网上来看，像
是一条“大腿”，一只脚有力地迈
向省会经济圈的东南方向，为济
莱一体化发展提供动力。该线路
的通车，也将为济南补齐“横贯
东西，通衢南北”的高铁路网打
下基础。

其实早在2014年，济莱间铁
路就有了文件规划。当年4月，国
家在《环渤海地区山东半岛城市
群城际铁路规划（2014-2020）调
整方案》中批复济莱城际铁路，
将原规划的济南—西营—泰
安—莱芜城际调整为济南—西
营—莱芜城际。

随后两年中，济南对济莱间
的线路进行了前期研究及论证。
2017年2月，济南市人民政府发
布了《新建济南至莱芜城际铁路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
公示》，公示信息显示，新建济南
至莱芜城际铁路全线共设6个车
站，是现状线路的雏形。当时初
步设计时速250公里，随后提速
至350公里。2019年初，济南莱芜
行政区划调整，设立济南市莱芜
区、钢城区，济莱高铁也从城际
铁路变成了同一地区内运营的
市域高铁。

结束莱芜不通高铁历史
快速接入区域客站枢纽

长期以来，莱芜区、钢城区
对外通勤主要依赖于公路及普
速铁路，公路客运比例较大，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待完善。随着
济莱联系的日益密切，通过高速
铁路连接至济南的客站枢纽，再
通过济南的既有线路连接到国

家高铁路网中，抓住高铁发展带
来的红利，成为莱芜基础设施建
设的重要一环。

济莱高铁的建设恰好解决
了莱芜、钢城两区交通配套单一
的问题，也彻底结束了两区不通
高铁的历史。济南北接京津冀、
南连长三角、东承环渤海经济
圈、西通中原经济区，具有承东
启西、衔南接北的特点，为高铁
路网的建设提供了区位优势。通
过济莱高铁，莱芜区、钢城区接
入济南“三主一辅”的客站枢纽，
在济南东站快速连接石济客专、
济青高铁，汇入区域铁路网。黄
东联络线的建设让济南站与济
南东站成功“携手”，济莱高铁可
通过联络线接入其他客站，进而
联通全国高铁路网。

据了解，济南有300余趟高
铁直达全国250多个城市，在时
间上，1 . 5小时可抵达北京，3小
时可抵达上海。建设济南莱芜间
的高速铁路，除了加密济莱联
系，也可让莱芜、钢城两区利用
主城区发达的高铁路网，与各区
域主要城市快速连接，节约居民
出行时间。

高速有望免费通行
给市民带来“大红包”

如果说济莱高铁的建设为
莱芜、钢城两区提供了对外连通
的黄金通道，那济莱高速有望免
费则将对内带来实实在在的福
利。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为
提升济莱之间高速通行效率，支
持莱芜区、钢城区与主城区融合
发展，加快现代化强省会建设步
伐，济南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

方式实现济莱间高速公路对本
地小型客车（九座及以下车辆）
免费。9月14日，相关部门回应齐
鲁晚报，他们目前正在协商推进
免费通行的相关事宜。

在此之前，就有济莱高速公
路对本地车辆免费通行的提议。
2019年，济南市十七届人大一次
会议收到多份关于济莱高速通
行免费的建议，其中莱芜区韩克
春等4名人大代表联名提交建
议：济莱高速（京沪高速济南至
莱芜段）对鲁A鲁S号牌7座以下
小型客车双向免费。

记者测算发现，从京沪高速
港沟收费站至莱芜北收费站接
近66公里，小车通行费26元；至
莱芜枢纽立交约77公里，小车通
行费31元。港沟收费站到钢城收
费站的距离在100公里左右，通
行费需要42元。

随着济南主城区与莱芜区、
钢城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跨区通勤频率增高，济南莱芜之
间的高速通行费对经常往返于
两地间的市民来说是个负担。

“如果往返济南的高速费能够取
消，我们出行就更便捷了。”市民
赵先生因为业务原因，经常往返
于主城区与钢城区之间，一年下
来，高速费是笔不小的支出。“来
回一趟就要将近100元的费用，
一个月四个来回，有时为了省
钱，就走下面的国省道，可时间
上就浪费了。”赵先生说。

相关人士指出，从区域发展
全局看，济莱间高速公路对本地
车辆免费有利于打破两地地理
交通壁垒，高水平打造省会城市
群经济圈；从经济发展长远看，
有利于加速两地之间资金、人
才、项目等资源流动；从改善民

生层面看，有利于拉近两地市民
的心理距离。济莱高速如能免
费，无异于给两地市民发了一个
大红包。

高铁高速互为补充
形成北上南下双动脉

记者了解到，济南主城区与
莱芜区、钢城区之间的直连高速
公路为京沪高速，是国家南北交
通大动脉之一，目前已成为山东
的一条黄金通道，京沪高速相关
路段也是此次免费通行的主要
研究范围。其中，京沪高速济南
主城区至莱芜区段，也就是市民
常说的济莱高速公路，该线建成
于2007年，全长75 . 5公里。是山
东省第一条生态环保高速公路，
全线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
标准修建，设计时速120公里。

济莱高速公路起点位于济
南市港沟南，终点位于济南市莱
芜区东北的西峪村，西与济南东
绕城高速公路相连，南与博莱高
速公路相接，并与莱新高速公路
贯通，可形成济南至青岛间的第
二条高速通道。济南至莱芜至青
岛高速公路是目前山东省标准
最高、通车里程最长的六车道高
速公路，也是山东省第一条生态
环保高速公路。

而作为济青高速南线的组
成部分，通过济莱高速与既有线
路连接，莱芜可与鲁中区县实现
快速互联互通，增强区域影响力，
拉动经济发展。济青南线也助力
济南主城区与莱芜区打通了一条
直达沿海的通道，把沿线地区与
青岛港联系起来，使更多内陆区
县有了比较畅通的出海口。

京沪高速莱芜至钢城段是
当地居民北上南下的重要通道，
这条黄金大动脉也为钢城发展
带来不少利好。通过京沪高速，
钢城区到济南主城区的通勤时
间缩短至1小时。

随着济莱一体化不断加强，
济莱高铁及两地高速将发挥更
多纽带作用，居民出行选择更
多，效率更高。两条大动脉互为
补充，完善了综合交通配套，进
一步紧密济莱联系，通过双黄金
通道打造两地间“一日生活圈”。

按照计划，济
南主城区至莱芜、
钢城区间的高速公
路将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的方式实现免
费，而通过这种方
式来实现交通便民
在济南已经不是第
一次。2021年9月
底，“万里黄河第一
隧”济南黄河济泺
路隧道通车，该隧
道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的方式对济南籍
小客车免费。今年
年初通车的济南黄
河凤凰大桥，也是
这种模式。早在去
年8月，济南市人民
政府官方网站就发
布了《新建跨黄桥
隧收费方案（征求
意见稿）》，指出在
优惠通行政策方
面，参照现有建邦
黄河大桥的优惠政
策，采用政府购买
服务方式，济泺路
穿黄隧道、凤凰黄
河大桥、齐鲁黄河
大桥3座新建跨黄
桥隧对济南籍小客
车、公交车（含班线
客运公交化改造的
区际公交）免费。

据悉，政府购
买服务的方式在基
础设施建设运营中
比较常见，除了济
南，同为省内双子
星城市的青岛也有
过类似案例。2021
年7月，行驶在青岛胶州湾高速公
路黄岛东至红石崖段的五型、六
型货车，将不分时段、不计车次免
收车辆通行费。免费通行时间暂定
为3年。同年10月，使用ETC的五
型、六型货车行驶在青岛疏港2号
高速黄岛立交至隐珠收费站段，
将不分时段、不计车次免交车辆
通行费，为期3年，通行费用由青
岛西海岸新区财政承担。

在省外，今年5月，河南对郑
州、航空港区和开封、兰考相关高
速公路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政府
购买服务，符合条件的车辆予以
免费通行。

记者 于泊升

葛延伸阅读

千古百业兴，先行在交通。济
南莱芜行政区划调整后，主城区
与莱芜、钢城两区的通勤频率增
高，交通配套相应得到完善。

近日，时速350公里的济莱高
铁开始联调联试，进入通车倒计
时；济莱间高速对本地车辆免费
通行事宜也正在协商推进。高铁、
高速跑出济莱连通的“新速度”，
轨道、公路也为济莱一体发展提
供了双黄金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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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域交通形成“人字型”走廊及“三角型”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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