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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7处老旧小区试点“借车位”

□记者 郝小庆

济南机动车保有量已超过
200 万辆，停车缺位 60 多万，以
老旧小区最为突出。近日，为解
决老旧小区停车难问题，济南市

历下区多个街道办通过历下区
停车管理公司对社区停车进行
管理，协调借用周边公共停车
位，进行“错时停车”。目前已在
菜市社区、泺河社区、贡院墙根
社区、临湖社区、趵突泉社区、大

明湖社区、师东社区等 7 个社区
试点。

4日，记者来到济南市泺源
大街南侧的趵突泉小区。这一开
放式小区楼间距狭窄，且没有配
建停车场。“小区紧靠趵突泉公
园和齐鲁医院，车流常年不断，
不少车辆停进原本就拥挤的小
区，很容易埋下安全隐患，引起
冲突。”趵突泉小区居委会主任
说。针对这种情况，历下停车公
司与省民政大厦、省人社厅等单
位协调，重新施划泊位，在各院
内施行“错时停车”，向社会开放
了126个停车泊位。“同时通过智
能诱导平台，诱导外来车辆停放
至金光旺角、中信银行、体育中
心等处的社会车场，减轻社区内
停车负担。”历下区停车管理集
团运营部副主任沃德超介绍。

泉城路街道的临湖社区和
贡院墙根街社区居民，可以在街

道办周边的公共道路上“错时停
车”。“晚上机关工作人员下班后
车位往往闲置，市民可以办理夜
间停车卡，在每天晚上6点至次
日早8点停车，每月收费100元。”
沃德超介绍，另外，公司还协调
了红尚坊和开元广场腾出几十
个优惠车位，专门提供给社区居
民，按每月300元办卡收费。

此外，部分公共道路停车位
还可为周边居民办理优惠次卡。

“明湖街道办的按察司街、县东
巷、尹家巷和县学街四条道路上
施划了 200 余个停车位，家住明
湖小区、按察司街社区的居民可
以办理次卡，5 小时内按 2 元/小
时收费，10 元封顶，不再计时。”
沃德超说，这种管理模式主要针
对社区居民停车，因此停车卡只
有周边居民可以办，登记时需要
出示‘四证一本’，即身份证、房产
证、驾驶证、行驶证和户口本。

济南公交车道向私家车“发福利”
右转车辆可借用公交车道，3 条 BRT 和 7 条公交车道平峰时段开放

□记者 郝小庆

5日，济南市交警支队发布消
息，自12月18日起，济南部分全天
候公交车道将调整为限时公交车
道，平峰时段允许社会车辆通行，
路口右转及沿街驶入车辆可借公
交车道行驶。

3条闲置BRT车道在平峰时
段向私家车开放。今年8月1日起，
烟台路、淄博路、二环南路等3条
BRT公交专用道开始允许大中型
载客汽车通行。此次调整后，私家
车也能跑BRT了。需要注意的是，
社会车辆走这3条BRT车道到路
口时只允许直行，禁止左右转。

9 月底新建通车的二环东南
延地面道路(经十路—旅游路)，因
BRT 未开通，且南段怪坡禁行大
中型载客汽车，整条 BRT 专用道
完全闲置。因此，该路段 BRT 专
用道允许小汽车全天候通行，除
荆山路路口北进口为左转或掉头
功能外，其余路口只允许直行，禁

止左右转。
对于大型客车通行流量较小

的九曲庄路、阳光新路、凤凰路、
历山北路、济齐路、威海路、齐州
路共7条公交专用道，由之前的全
天候公交专用道改为限时公交车
道，平峰时段允许社会车辆通行。
平峰、高峰时段，到底如何界定？
济南交警明确，公交专用道只有
早高峰 7:00-9:00 和晚高峰 17:00-
19:00 可以作为公交“专用”。除了
早晚高峰时段，社会车辆均可以
跑上公交车道。

此外，这次一项大的改变是
右转车辆可借用公交车道右转；
同时，在确保安全且不影响公交
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在两灯控路
口之间的沿街单位车辆也可临时
借用公交车道驶入。配合公交专
用道的调整，济南交警拟对公交
专用道标志、标线进行优化更新，
设置限时公交专用道标志和限时
地面标识，同时优化公交专用道
抓拍设备抓拍时间。

违法取水有奖举报
济南最高可奖万元

近日，济南开展违法取水
有奖举报活动，对于违法取水
行为举报成功后奖励 2000 元
至一万元。活动自即日起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可举报的违法取水行为
包括单位和个人违法取用地
下水；未取得取水许可批准
文件的单位和个人开凿水井
以及假借环境监测、工程勘
探等名义违法凿井或取水。
电话举报可拨打 1 2 3 4 5 或
88920927；举报信可寄至济南
市文化东路 43 号 411 室，邮
编 250014。记者 高雯 通讯
员 唐瑞钦

济南地铁R3线首个
双线盾构区间贯通

6日上午，在济南市轨
道交通R3线丁家东站-礼耕
路站盾构区间右线，“先锋
二号”盾构机破土而出，这
代表R3线礼耕路站-丁家东
站盾构区间的双线顺利贯
通，成为 R3 线全线首条贯
通的双线盾构区间。此次贯
通的丁-礼区间隧道右线比
计划工期提前 26 天完成贯
通。随后，“先锋二号”盾构
机将继续向南，向着奥体中
心西站掘进。记者 郝小庆

山东中国画大展
北京开展

济南目前共115条公交车道

截至2017年11月，济南已
在60条、总里程为188 . 6公里的
主要道路上，设置115条、总里
程达到370 . 7公里的公交专用
道，其中北园大街、历山路、二
环东路等路中BRT专用道道
路13条，长度为59 . 46公里；经
七路、经十路等全天候普通公

交专用车道道路35条，长度为
105 . 99公里；黑虎泉西路、黑虎
泉北路等全天侯单向公交专
用车道道路8条，长度为4 . 4公
里；花园路、经六路限时公交
专用道道路5条，长度为7 . 62公
里；黑虎泉北路、黑虎泉西路、
趵突泉北路、大明湖路等“节
假日公交专用道”道路5条，长
度为11 . 1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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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7 日下午，“新时
代新征程——— 齐鲁画风 山
东中国画大展(1949-2017)”在
北京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开
幕。展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
中国国家画院、中国画学会
作为学术支持，山东省委宣
传部、省文化厅、省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主办，山东画院、山
东省美术家协会承办，山东
省中国画学会、山东儒圣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协办。

展览展出自 1949 年至
2017 年具有代表性山东画家
的优秀作品 120 件，以及反
映近百年来山东中国画发展
脉络的 5 万余字文献资料、
100 余张图片。 许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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趵趵突突泉泉小小区区楼楼间间距距狭狭窄窄，，没没有有划划停停车车位位。。记记者者 郝郝小小庆庆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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