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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六六区区公公交交 一一元元可可坐坐到到底底
不论里程长短是否空调车，明年起在152条线路实行

本报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边恒博 郝亮亮

李洪伟

分段计费历史终结
市民享受改革红利

过去烟台市区公交线路实
行阶梯制票价，即分段计费。多
年来，包括各级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提案建议以及市民普遍反
映，分段阶梯票价模式，不仅票
制繁琐，而且影响到乘客上车
通行速度，致使车辆不能正点
发车、准时到站，给乘客出行带
来麻烦，且时常因票价问题与
驾驶员产生矛盾并引发投诉等
司乘纠纷。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城市
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烟台
市已连续五届获得全国文明城
市。城市公交推行一元一票制，
正是站在历史发展新起点，呼
应城市发展新形势、新要求、新
任务，让广大市民更多感受到
改革开放释放的红利，进一步
增强获得感和幸福感。”烟台市
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根据工作计划，2019年1月1日
起，市区152条常规公交线路，
其中，空调车线路6条，非空调
车线路146条，全部实行“一票
制”，即不论线路里程长短，是
否空调车，乘车票价均为1元/
人次。“市民卡”（含敬老免费
卡、敬老优惠卡、学生卡）及其
他享受政府公交乘车优惠政策
人群执行原政策不变。

据悉，全国在主城区全线
覆盖推行“一元公交”的城市，
仅有广东省珠海市。

成本上涨车票反降
一元一票是政府惠民

“虽然也就两三块钱的事，但
对老百姓来说，就是一个民心。”
烟台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公交票价高、线路绕圈、等车难、
运行慢、乘车时间长，乘坐的人
就越少，如此形成了恶性循环。
实行一元一票制，公交吸引力提
升了，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
市交通拥堵压力和减排压力。

据悉，在公交企业运营成
本不断上涨，其他城市公交车
费有所上涨的情况下，烟台公
交不涨反降，无论线路长短，是
否空调车，全部实行“一元车费
坐到底”，充分体现了政府部门
的惠民举措，让广大市民真正

体会到幸福感、获得感。
烟台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

表示，预计一票制实行初期将有
客流上升趋势，鉴于目前企业运
力配备和驾驶员现状，可能会对
公交周转带来一定压力，公交集
团将做好相关预案，启用所有符
合安全标准要求的车辆，从业人
员全员上岗，科学调度安排班
次。同时，还要开展排队乘车引
导，保障广大市民既享受到红利
又能顺利坐上公交。

同时，烟台公交集团呼吁，
请私家车主主动避开公交专用
道，让公交快起来、更便捷。呼
吁不赶时间的市民，最好避开
上下班高峰期，错峰出行；呼吁
乘客错峰出行，既保障自身乘
车安全，同时将有限的公交资
源让给上班族、学生娃。下一

步，市政府将根据财政情况，持
续加大对大容量、低碳、环保新
能源空调公交车的投入使用。

市民出行成本大降
一月节省车费超百元

“从莱山区到开发区上班
要4块钱，太贵了，一元公交期
盼已久。”市民李先生住在莱山
区清泉路附近，他每天需坐23
路公交车到开发区上班。李先
生算过一笔账，如果每个工作
日乘坐两趟公交车，一个月要
花近200元车费，实行一元公交
后，他每月只需花40多元，出行
成本是原来的四分之一。

“实行一元公交前，K61
路、K62路、21路、22路、23路等
市区路线实行跨段收费，额外
增加我们驾驶员的工作强度，
而且容易引发与市民的矛盾。”
一位23路驾驶员坦言，目前乘
坐公交车的乘客中，工薪阶层
较多，23路公交全线39公里，全
程4元，对于工薪阶层来说交通
成本还是挺高的。而且很多乘
客根本分不清楚自己乘坐的路
线是否分段计费，驾驶员都要
时刻观察提醒，无形中加重了
驾驶员工作负担。

“太振奋人心了。”得知烟
台市区将推行公交一元一票
制，一位老烟台人忍不住点
赞。他说，实行一票制是公交
企业公益特征的一种体现，也
是增强公交吸引力、提高出行
分担率的有效手段，是便民、
利民的好举措。希望一票制实
行后，线路优化、车辆更新、站
点建设、驾驶员服务、刷卡支
付都能够跟上。

本报济南12月28日讯（记
者 白新鑫） 28日上午，由
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投资建设的
日兰高速巨野西至菏泽段改扩
建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日兰高速巨野西至菏泽段
改扩建工程，起自济广高速与
日兰高速交叉的王官屯枢纽
立交，终点为日兰高速与菏宝
高速交叉的曹州枢纽立交，途
经巨野县、郓城县、牡丹区，路
线全长46 . 173公里，由双向四
车道改扩建为双向八车道，整
体式路基宽度42米，设计时速
120公里，全线设大桥5座、中

桥15座、小桥6座、涵洞53道、
互通式立交4处（均为改建，其
中枢纽互通2处、一般互通2
处）、分离立交12处、通道79
道，设服务区两处（其中新增1
处）。

日兰高速改扩建工程项目
办副主任巩喜彪介绍，日兰高
速公路巨野西至菏泽段车流量
很大，尤其是五轴以上大型运
输车辆占总车流量60%以上，大
部分大型运输车辆集中前往巨
野、郓城、单县等地，需要对该
路段实施改扩建，进一步提高
道路通行能力。

日日兰兰高高速速巨巨野野西西至至菏菏泽泽段段

改改扩扩建建工工程程正正式式开开建建

本报济南12月28日讯（记
者 刘相华） 12月27日，山东
高速国际合作公司与山东科瑞
控股集团在济南签署合资合作
协议，共同出资设立山东高速
科瑞能源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联手打造高端能源装备制造高
新技术企业。

山东高速国际合作公司与
山东科瑞控股集团合资设立山
东高速科瑞能源装备科技有限
公司。合资公司将利用山东高
速集团产业优势和山东科瑞控

股集团的专有技术，打造拥有
高新技术、具备高端能源装备
制造能力的专业性、国际化科
技企业，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助
推我省装备制造产业“走出
去”，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特别是山东高速集团有产业布
局的国家输出技术和装备，深
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这次
合作，也是山东高速集团落实
中央和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推动省属企业混合所有制
改革的具体举措。

山山东东高高速速集集团团联联手手科科瑞瑞集集团团

拓拓展展高高端端能能源源装装备备制制造造市市场场

本报记者 王瑞超

不停车直接通过
收费站不再堵车

山东省与江苏省高速公路
省界收费站共有5个（均为合建
站），从东往西分别是齐鲁交通
发 展 集 团 所 属 沈 海 高 速

（G15）、长深高速（G25）、京沪
高速（G2）鲁苏收费站，山东高
速集团所属京台高速（G3）鲁
苏收费站，中铁建济鱼公司所
属济徐高速（山东S33，江苏
S69）鲁苏收费站。

28日上午11点，在临沂市
郯城县红花镇的京沪高速公路
鲁苏省界收费站，人工收费和
虚拟收费同时存在。齐鲁交通
发展集团临沂分公司鲁苏收费
站副站长王洪安介绍，“下午3
点开始车辆直接通过，速度很
快，一点也不堵车。”

取消省界收费站后，ETC
车辆仍然可以不停车驶入和离
开高速公路，实现“分省计费、
分省收费，自动扣费”；非ETC
车辆在驶入高速公路时需要在
入口收费站领取通行卡，在驶

出高速公路时需要在出口收费
站交还通行卡并交纳全路程通
行费，实现“分省计费、统一收
费”；在通行省界时不再需要停
车交卡、交费和领卡，而是直接
通过。

ETC卡可照用
CPC卡丢一张补60元

“ETC用户会更方便，全程
无需停车，即可完成交费，通行
效率更高。未安装ETC的车辆
通过入口领取卡、出口还卡交
费的方式通行。”山东高速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运营事
业部总经理崔建称，如果车辆
安装了OBU，可以继续使用
ETC卡正常通行ETC车道，不
受任何影响；持有ETC卡但未
安装OBU，或者安装了OBU但
从人工车道上高速，需领取一
张CPC卡才能上高速，下高速
时也必须走人工车道交回CPC
卡，可以现金支付，也可以刷
ETC卡支付，其ETC卡仅作为
电子钱包使用。

CPC卡内含有通信与存储
芯片以及小型电池，可以精确
记录车辆的实际行驶路径，成

本较原来的IC卡高不少，丢失
一张需要补60元。

一个收费站
一年节省成本600万元

取消省界收费站，为何在
鲁苏两地试点？山东省交通运
输厅工作人员表示，山东省和
江苏省均为高速公路收费大
省，运营服务水平较高，山东
ETC用户目前约有470万，在全
国位列前五。

“一个收费站大概有70人，
需要保留的人员按照10人计
算，一年一个人的成本按10万
元计算，取消一个收费站可节
约成本600万元。”业内人士称，
取消收费站的主要作用还是提
高通行效率、节能减排。

“以前一到收费站时速从
80公里降到0，然后再慢慢提
速，还得排队等时间，现在这种
情况取消了，省钱省时。”货车
司机王先生说。

据山东省交通运输厅信息
中心统计，鲁苏5个收费站日均
通行车辆4 . 8万辆，特别是沈
海、京沪鲁苏收费站仅人工车
道日均通行车辆就超过1万辆。

55个个高高速速公公路路收收费费站站取取消消
鲁鲁苏苏省省界界轻轻松松过过

28日下午3点，我省正式取消鲁苏省界全部5个高速公路收费站，与江苏省高速公路正式联
网运行。今后，驾车在通行省界时不再需要停车交卡、交费和领卡，而是直接通过。

记者从烟台市交
通运输局了解到，自
2019年1月1日起，烟台
六区1 5 2条常规公交
线路正式实行一元一
票制，即不论线路里
程长短，是否空调车，
乘车票价均为1元/人
次。烟台市区公交全
面进入一元时代。

▲ 一 位 烟 台 市 民

乘 坐 公 交 车 时 扫 码 支

付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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