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接驳地铁 4 号线，
常规公交拟这样调整
城事

责编/吕巡江 美编/宋平艇 审读/岳蔚
2022/11/23 星期三

市交通局公示衔接方案，今起向市民征集意见
本报 11 月 22 日讯 地铁 4 号线的脚步越来越近
了。为保障地铁开通运营后与地面公共交通系统的
运营衔接效率，22 日，市交通局公示《青岛市常规公交
与地铁 4 号线衔接方案》，我市将对公交线路采取调
整、新增、取消等多种方式衔接地铁 4 号线。如对该
方案有任何意见、建议，即日起至 12 月 2 日，市民可通
过电子邮箱（qdgjxlyhtz@126.com）反馈。
方案中，为加强常规公交与地铁的接驳，接驳线
路将调整线路 1 条，新增线路 5 条。其中，结合 4 号线
开通，对 225 路两端线路适当截短，局部线路优化走
向，在青大附院江苏路站可实现与 4 号线的换乘。
新增 Z1 路（汽车东站—台柳路蚌埠路环行）解
决劲松五路新打通路段服务盲点问题，方便滁州路、
台柳路沿线居民出行，衔接地铁 3 号线长沙路站、4
号线埠西站。主要途经深圳路、海尔路、银川东路、
劲松五路、滁州路、黑龙江南路、蚌埠路、台柳路，长

约 10 千米。
新增 Z2 路（董家下庄站—新利路停车场），覆盖
瑶海路、长丰路沿线盲区，方便沿途新建小区居民出
行，衔接董家下庄站、张村站等地铁站。需在董家下
庄首末站建成投入使用，同安路（金龙路—辽阳东路
段）具备公交车辆安全通行条件并交付使用后全线开
通 Z2 路。在董家下庄地铁站首末站未投入使用前，
临时使用刘家下庄场站开通线路。
Z3 路（科苑经七路站—世博园停车场），根据张
村河两岸城市更新进度适时开通，衔接科苑经七路地
铁站，全长约 12 公里。主要途经同安路、玉龙路、科
苑经七路、科苑纬四路、铜川路、广水路，线路需增设
公交首末站，根据张村河片区城市更新适时增设。
Z4 路（沙子口小学—前海花园东），
衔接沙子口地
铁站。该线路途经村级道路条件较差，且部分路段现
状不具备通车条件，
建议结合道路建设情况适时开通。

Z5 路（沙子口—沙子口环线），衔接南宅科、小崂
山、沙子口地铁站，全长约 8 公里。主要途经龙峰路、
崂山路和虎峰路，可服务沙子口社区村庄，段家埠、董
家埠、于哥庄、北崂社区、中崂社区等。由于该线路途
经区域多为待更新区域，建议结合城市更新进度适时
开通。
为减少与地铁的竞争，我市将取消线路 2 条，调整
线路 3条。其中，
119路将与地铁 4号线开通同步实施取
消。28 路待地铁 4 号线开通运营后，
根据客流实际变化
情况决定是否优化调整。待地铁 4 号线客流稳定后，
调
整 362 路与人民路、
辽阳路重合度较高的路段，
调整 126
路与辽阳路重合度较高的路段，
调整 370 路与辽阳路重
合度较高的路段。
需要说明的是，公交线路接驳工作将结合实际情
况，分期、分批推进。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徐美中）

■相关新闻

过马路等信号灯不方便？

可以走地铁车站免检穿行通道
本报 11 月 22 日讯 在一些交通主干道的路口，
经常看到等待信号灯过马路的人群汇成长人龙。很
多市民不知道的是，分布在 6 条地铁线上的车站，可
为过街出行提供安全又省时的路径。
地铁作为城市交通骨干系统，车站设计不仅考
虑了市民乘坐地铁的各种需求，同时也为市民提供
过街的通行路径，地铁站里的通道就和过街通道一
样，高架站的通道就像过街天桥，这些都为市民过马
路提供了方便，形成了“地铁+步行”的绿色立体交
通。目前，我市运营的 284 公里地铁线网已延伸至
七区一市。青岛地铁车站设置了免检穿行通道，不
乘坐地铁的市民，不需过安检就可以免费穿行各出

入口。特别是在一些车流量大的主干道，地铁车站
为市民过街通行提供了极大方便。不仅如此，有的
地铁车站通道还可以直通商超、广场。需要提醒的
是，因车站结构原因，目前苗岭路站 D 口、敦化路站
B 口、北岭站 C/D 口需经过付费区通行。
地铁出入口通道不仅方便市民过街，还成为了
展现城市文明的窗口。站外下雨时，地铁工作人员
会在出入口摆放伞套机、在通道放置防滑垫。不断
延展的地铁线路让文明意识深入人心，让地铁成为
城市美好形象的靓丽名片，让市民的幸福感随着地
铁线的延伸不断增强。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徐美中）

凤凰山路站 A1、A2、B 口过街通道。

市民举报小加工点污染环境，获奖 5 万元

市生态环境局邀市民举报身边各类环境违法行为
本报 11 月 22 日讯 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获悉，
今年前 10 月我市查办各类生态环境违法大案要案 15
起。市民日常如发现有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可通过多
种方式举报，一经查实将给予奖励。近日，城阳区一
热心市民因举报小加工点内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收
到了 5 万元生态环境有奖举报奖励。
该市民在城阳区某装饰材料市场一加工点发现
疑似环境违法行为，随将该线索反馈至市生态环境局
城阳分局。城阳分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该加工
点院内厂房存放大量废机油、废油桶、切削液等，废机
油可能与土壤接触，存在土壤污染风险。执法人员立
即拍照取证、制作现场勘查笔录并将废油、土壤等样
品进行检测。城阳分局还与城阳区食药环刑侦大队
开展联合调查，确定加工点经营者郭某存在环境犯罪
行为。经鉴定，确认该加工点的废油、加工后的废油
混合物均系危险废物。最终判定该加工点无经营许

可证从事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违法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构成污染环境罪。目前该案件
已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根据规定，市生态环境局
城阳分局按有奖举报流程及要求向举报的热心市民
发放了 5 万元奖励。
为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严肃查
处环境违法行为，依据山东省《山东省生态环境违法
行为举报奖励暂行规定》，我市今年修订出台了《青岛
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规定》并制定了
《举报奖励工作程序》，实现环境违法有奖举报常态
化。截至目前，根据市民提供的举报线索，核实符合
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案件 54 件，均按举报奖励
工作程序落实奖励金额。今年前 10 月，全市查办生态
环境违法大案要案 15 起；省级以上采纳典型案例 8
起；利用双随机手段查处案件 20 起；利用非现场手段
发现线索查处案件 35 起；通过第三方辅助执法办理案

件 26 起；打击危险废物犯罪刑事立案案件 18 起，打击
自动监测数据造假刑事立案案件 4 起，有力震慑环境
违法犯罪的发生。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重点出击，市生态环境
局开展了“百日攻坚”专项行动，重点针对今年以来信
访举报、省督察热线、明查暗访等发现的生态环境领
域的顽瘴痼疾，确定了大气、水、噪声、固体废物、环境
影响评价等涉及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职责的五个主攻
方向。市民如果发现疑似环境违法行为，都可以通过
以下途径举报：向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发生地生态环境
部门寄送书面举报材料或者个人送达；通过“12369”
网络举报平台、
“12369 环保举报”微信公众号、省环保
督察热线（0531-66226110）、青岛市 12345 政务服务便
民热线和其他信访举报渠道。
（观 海 新 闻/青 岛 晚 报 记 者 徐 美 中 通 讯 员
华丽 路坤超 彭燕）

青岛蓝谷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毛军响做客民生在线

山大齐鲁蓝谷医院争取明年投入运营
本报 11 月 22 日讯 22 日下午，青岛蓝谷管理局
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毛军响做客民生在线，围绕
“勇当海洋经济发展龙头 打造宜居宜业宜游新蓝谷”
主题与网友在线交流。
毛军响表示，今年以来，青岛蓝谷聚焦实体经济
和招商引资、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作风能力提升三
条主线，按照“11365”发展思路，锚定海洋科学城的目
标定位，谷区一体、协同发力，加快构建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海洋科技创新策源地，建设国内领先的海洋经济
发展示范区，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高品质蓝谷新城，
扎实把市第十三次党代会赋予蓝谷“双核”引领、蓝谷
新城的使命落到实处。

针对网友关注的医疗、教育问题，毛军响表示，医
院、学校建设与市民息息相关，今年，蓝谷把“公共服
务提升”作为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的五大工程之一，
让市民病有良医、学有优教。
医疗方面，目前在建的山东大学齐鲁蓝谷医院，
是蓝谷第一家三甲医院，按照“大专科、小综合”的模
式，重点突出齐鲁医院的特色专科，同时具备综合性
医院的诊疗能力，总床位 600 张。目前已完成主体验
收，争取明年投入运营。
教育方面，山大实验中学已于今年 9 月启用，第一
批学生已经入学。同时，为促进教育资源均等化，提
高区域学校软硬件水平，蓝谷还在两个街道分别建设
了蓝谷实验学校和领海实验学校。蓝谷实验学校计
划今年年底交付使用，领海实验学校争取明年 9 月份
交付使用。目前，蓝谷已有山大幼儿园、山大实验小
学、山大实验中学以及青岛十九中等优质基础教育资

源，另外还有山东大学等一批高等教育院校。
对于网民关心的大任河文体公园何时落地，
毛军响
回复称，
前期，
蓝谷完成了大任河公园初步方案，
主要建
设集时尚、
文化、
生活于一体的文体公园及配套设施，
并
对接水利和景观设计单位，
对公园方案进行深化。下一
步，
蓝谷将压茬推进各项工作，
保证项目有序推进。
交流中，网民纷纷对蓝谷产业发展表示关切。毛
军响表示，如今，蓝谷已集聚 50 余家高校院所、80 余个
创新平台和 1 万余名各类人才，度过了最艰难的“从 0
到 1”的成果产出阶段。如何把人才优势、创新优势转
化为产业胜势，实现“从 1 到 10”的产业化蝶变，是今
后的重点。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 记者 王涛）

“民生在线”下期预告
网谈单位：山东自贸区青岛片区管委
网谈时间：11 月 23 日（周三）下午 2：30—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