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购买公共服务
低票价惠民

2007年以来，我市实施公交低票
价惠民政策。记者了解到，市民享受公
交低票价出行的待遇，是采用政府购
买公交服务的方式实现的。

2011年以前，政府采用的是定额
购买公交服务的方式；2011年开始，
按照成本规制方案购买公交服务。

政府购买公交服务的资金每年由
市财政局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对公交
集团进行成本规制专项审计，并出具
审计报告，财政局根据审计报告结果
对当年度的购买服务资金进行清算。

同时，财政局也会不定期组织审
计人员对公交集团会计信息质量进行
专项检查，对企业核算的规范性合法
性进行监督。

2014年，市财政局会同武进、新北

财政局，对公交2011-2013年财务质
量情况组织了一次彻底的检查。检查结
果表明，公交在政府购买公交服务资金
使用上是合规的。以2013年为例，政
府购买服务资金4.3亿，公交年客运量
3.82亿人次，政府为每位乘客每次出行
支付1.13元!具体见下表"。

同时，为了更好地降本增效，减轻

政府财政压力，常州公交大力开展运修分
离改革，充分利用维修技术、人力资源集
约化修理，完善车辆管理制度、车辆维修
保养工艺、改革维保里程以节约维修成
本、利用ERP智能化管理使用运营车辆
等手段，实现维修技能的提升与运营检修
成本的下降。通过一系列降本增效举措，
公交其他成本逐年下降!不含人工成本"。

改善候车条件
新增365个候车亭
为进一步改善乘客候车条件，

2014-2015年，市区新建候车亭
365个，其中 281个是普通候车亭，
84个是新型候车亭。2016年，光华
路等路段施工结束后，将恢复安装
候车亭，基本实现中心城区内可建
候车亭全覆盖。届时，将对机场路
候车亭进行统筹梳理，向社会公开
征集适合机场路特色的候车亭设
计方案。

当前，市区内部分站点未安装候车
亭，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地铁施
工或道路改造站点临时进行调整，
原有候车亭进行了拆除，待地铁施
工结束，公交线网同步优化方案确
定后进行复建；二是有些新村小区
道路不具备条件安装候车亭；三是
临街门店前的站点安装候车亭，与
临街店铺产生分歧。

精心统筹
全力配合地铁建设
地铁工程建设作为全市重点工

程，常州公交早在 2014年上半年就
着手应对措施，专门成立地铁建设
公交保障办公室，配合地铁建设前
期管线迁移及全面开工的公交保障
等一系列工作。

地铁建设期间，公交累计调整线
路191条次、恢复42条次，站杆迁移
56个、站棚拆除48个，BRT站台封
停6个、拆除4个。其中同济桥、新丰
桥改造对交通影响最大，一夜之间调
整公交线路68条次，在市交警等部
门的大力支持下，公交精心统筹，确
保了地铁工程建设期间对市民的公
交出行影响降到最低。

基于轨道交通建成后的运营情
况，我市已开始编制《常州市公交线
网规划（2015-2020）》，该规划中已
充分考虑了轨道交通与公交线网之
间的衔接问题，公交将按照规划要
求，认真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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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点为民 落脚点惠民

◆作为乘客，有哪些渠道可以和
公交进行沟通？

一直以来，市委、市政府以便民惠
民为主旨打造人民满意的公交，公交
服务的提升需要广大市民的参与、理
解和支持。公交也一直积极拓展沟通
渠道，听取市民声音，提高市民参与
度，主要有以下沟通渠道：
一是96196服务热线。市民如有

公交建议、咨询、投诉、查询等方面的
需求，可拨打96196服务热线。

二是常州公交网站、“常州公交集
团”官方微信公众号。广大市民可以通
过登录常州公交官方网站或者关注
“常州公交集团”官方微信号（czgjjt）
了解公交新闻资讯，进行线路查询、公
交实时查询。

三是市长信箱转办单、公交总经
理信箱。市长信箱转办单和公交总经
理信箱收集到信息，公交都会及时研

究处理，及时回复。
四是相关网站论坛。公交一直密

切关注网络舆情，每天收集我市相关
网站论坛中关于公交的帖子，及时调
查研究，及时回复。

五是公交开放日。公交和相关媒
体合作，组织开展“网友进公交”、“市
民进公交”、“公交在线访谈”等活动，
公交还通过和社区开展党建联动，进
社区、进学校、进企业，加强与乘客的
沟通和理解。

◆平峰时看到公交车上没什么乘
客，空载现象多，是什么原因？

平峰出现空载是客流出行潮
汐性变化的特性决定的。早晚高峰
时段主要为上下班客流，公交加大
运能的投放，加密发车班次；平峰
时段客流会大幅度下降，公交在行
车计划安排上予以了充分考虑，班
次的投放也会根据客流的变化而

有所调整，高峰、平峰、低峰不同时
期公交运能的投放是不同的。因
此，考虑平峰、低峰时可能存在的
公交需求，需要安排运行班次，可
能会存在有部分班次空载率高的
现象。

镇村公交、社区公交等村村通线
路上，由于客流的潮汐变化，空载现
象会比较突出。村村通线路作为城
乡一体化客运网络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实现公交服务均等化的重要
方式，根据《江苏省镇村公交发展实
施办法》要求，为满足农村客运的公
共服务，镇村公交班次投放每日不
得少于6班次。

◆为什么会经常出现几辆公交接
龙而来？

公交车都是按照计划班次正常
发车的，出现公交车辆接龙，主要原
因有两个：一个是城市市区红绿灯频
繁且等待时间长，影响了公交车正常
运营秩序；二是行经线路交通拥堵造
成车辆积压。如果该线路客流量大，
发车间隔短、班次多，更容易造成接
龙现象。目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
常州将经历地铁施工的“阵痛”期，交
通拥堵难以避免，公交将尽己所能，
与民携手，克服困难，共同迎接常州
的地铁时代。

◆为什么我住的新小区没有及时开
通公交线路？

2014年，在全国319个主要城市公交
覆盖率排行榜上，常州公交综合排名第4
位，达到了全国领先水平。其中，按照300
米和500米半径的公交站点覆盖为指标，
常州均排名第4位；以800米半径为指标，
常州排第3位。常州公交覆盖率在全国领
先。有些市民会有疑惑：为什么我住的小
区没有开通公交线路？其实，开通一条新
公交线，决定因素有三个：公交场站、路网
结构、客流数量。不开通公交线路的原因
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一些新建小区由于缺少必要回
车场站，只能开行经过线路，不能开行新
线。回车场站主要是供车辆加油维护、驾
驶员休息、车辆调度的场所，这个场所在
一条公交线路的首末位置均需设立，而且
作用至关重要，否则，车辆只能在一条线
路上循环开行，无处歇脚。同样，有些市民
关于延伸某线路至某地的需求得不到满
足，也是这个因素的制约。

二是一些小区路网不完善，车辆在
早晚高峰时难以进出，安全隐患较大。

三是一些小区入住率不高，达不到
开设新线的客流量要求。公交密切关注
市民乘客提出的小区出行需求变化，根
据综合情况，合理优化调整相关线路，方
便小区居民的出行。

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水平#体现着一座城市的发展质量和文明程度#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一座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

一直以来#市委%市政府大力实施&公交优先'政策#社会各界鼎力支持公交发展#常州公交改革创新%大胆探索#从发

展理念到发展方式都紧跟时代步伐#以绿色%高效%舒适%快捷为努力方向#致力于为城市交通减压#为居民出行尽力#不

断提升着城市幸福感$

交通先行，交通为民。2015年，
在政府主导之下，在社会各界关心
支持下，公交取得了长足发展。

全年公交投入运营里程1.39亿
公里，完成客运量3.26亿人次，实现
客运收入2.73亿元。快速公交每天
运送乘客30万人次，占全市公交日
客运量的近30%，居全国前五。

线网优化场站升级
2015年，公交全年共新辟线路

11条、优化调整32条，延长服务时
间8条。

7月1日，全市首个大型立体公
交停车保养场———新北区工业园公
交中心立体停车场正式启用，这是常
州公交有史以来面积最大、功能最
全、造型最新颖的一个单体建筑。该
立体停车场位于新北区华山路223
号，总建筑面积22616平方米。一层
是保养和维修车间，能满足600辆
公交车保养维修需求；二至三层是停
车场，可停放12米长的公交车208
辆。为优化新北片区公交线网、服务
居民出行提供了良好条件。
同年，完成131个重点道路站

点的站牌升级改造，礼河公交枢纽土
建及内部装潢全部完工，市政建设进
入收尾阶段，工程完工后，将更进一
步为该片区居民出行提供便捷服务。

降本增效绿色发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绿色发

展提到重要位置。加快建设低碳公
交，节能减排，走低成本、低能耗、低
污染、高效率的低碳之路，是公交可
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常州公交将绿色环保引入，大
力发展清洁能源和新能源车来降低
污染排放、降低燃油成本。

数据显示，近年来公交平均每
年新增200辆车，所采购的新车中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辆的比例占
80%以上。

目前，公交共有运营车辆2607
辆，其中新能源、清洁能源车辆有
870辆，占比33.37%。其中，和汽车
生产厂家共同研发的超级巴士车

型，能耗低、容量大、占有道路资源
小，发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据估算，因公交车辆技术提
升，每年可节约燃料支出1757.7万
元，减少碳排放8864.48吨。

2015年，常州公交荣获全国交
通运输企业低碳节能环保贡献奖，
成为中国城市公交节能减排的优秀
企业。

与此同时，先后启用撬装式加
油站 7座，全年节约运营成本
832.2万元；改革车辆保养定程，全
年节约维护材料、人工 514.65万
元，减少停厂车日2931个。

“互联网+公交”深度融合
2015年，常州智慧公交发展乘

势而上。5月，一款车载温控系统安
装在公交车辆上，它能自动感应车
厢温度，并将温度信号传至车辆
ECU系统，通过温控程序判断并自
动开启或关闭车载空调，整个过程
无需驾驶员操作。

冷空调使用时限为每年 6月
10日至10月25日，在规定使用时
限内车辆一旦投入运营必须启动空
调，同步调整至制冷模式并将温度
设定为26度。目前，所有公交运营
车辆都已安装了此温控系统。

智慧服务、智慧车辆、智慧场
站、智慧管理、智慧平台的“五位一
体”智慧公交体系，是“互联网+公
交”的深度融合。

当前，市区2600余辆公交车
实现了车载 WiFi免费全覆盖，所
有运营车辆实现了车载定位、违规
报警、实时视频监控、远程点播、信
息联动、应急响应等功能。

2013年 4月 25日发布常州
掌上公交以来，APP已开发了安
卓、苹果、WIN系统三个版本，每天
活跃用户量在 20万人次以上，累
计下载量超过了200万次。

此外，公交信息指挥中心实现
了对公交车、站、场等监控点的动
态、直观、实时、集中监控和数据信
息互联共享，充分发挥了信息化作
用，极大地提升了公交服务和管理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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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都市需要城市公交安全快捷地运行# 以保障城市血液的流通顺

畅#公交部门也需要广大市民支持关心理解公交的服务与改革$

记者就网络上讨论的热点话题#采访了公交相关部门负责人#为市民答

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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