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7月24日 星期四

版6 运输中心主办 责编：周向阳
电话：010-65293637 E-mail:yszxky@163.com

客 运 CHINA TRANSPORT NEWS

黄山长运
11辆LNG客车年省120万元

本报讯 近两年来，黄山长运有限公司（简称“黄山

长运”）积极响应国家节能减排号召，探索应用 LNG（液

化天然气）清洁能源客车，节能增效初见成效。

从今年起，黄山长运加大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使

用推广工作，将 LNG 汽车作为新购置车辆首选，采取逐

步更新措施。去年 4 月，黄山长运投入近 800 万元，和

深圳燃气集团合作建成黄山市首座 LNG 汽车加气站，

解决天然气供应难题。

随后，黄山长运率先将 LNG 客车应用于中短途客

运班线。去年年底，企业陆续更新了 11 辆 LNG 天然气

客车投入班线，投资达到 560 万元。

黄山长运相关负责人介绍，企业投入的 LNG 客车

主要为宇通 ZK6808-HN2Z、厦门金旅 XML6103J25N、

青年 JNP6127NV 车型，配备 500 升储气罐，一次性加气

后，可以行驶 700-800 公里。目前，黄山长运11辆LNG
客车平均每月可节省近10万元的燃料成本，预计全年可节

省成本约120万元。 （江春）

城乡客运一体化是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关系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的实现，也是交通运输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体现。当前，这一目标的全面实现仍

任重道远。

在聚焦各地涌现出来的相关优秀案例、成功模式的同时，我们重点关注目前城乡客

运一体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和有待完善之处，反映客运企业的诉求和建议，

期望助推城乡客运一体化更好更快发展。

水平参差
县乡线路个体经营仍较多

近年来，“村村通”路网建设快步推进，农村社

会、经济生活更加活跃，城乡客运需求快速增长，

城乡客运一体化建设成绩有目共睹。不过，在全

国范围来看，城乡客运一体化进程、发展水平参差

不齐，部分地区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政策支持范

围和力度，农村客运服务水平依然较低。

目前，在江苏、浙江、广东经济较为发达的沿

海地区及各省中心城市周边乡镇，城乡客运一体

化大多走出了各自的特色路子。班车开进村头，

农民进城方便了，车票还降价了……在这些可喜

的成绩背后，各地大型道路客运企业担当了骨干

作用，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乡客运一体化的攻坚

重点在于农村客运领域。一些省份在部分区域推

行客运一体化示范工程之外，仍有众多地区的城

乡客运市场还处于较为粗放的状态，个体、挂靠经

营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以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的河南省濮阳市为例，

据了解，在该市五县二区范围内经营县际、县乡客

运班线的个体户仍然较多。在南乐县至濮阳市、

台前县至濮阳市等热门线路上，一天之内发出三

四十班车，且分属于多家不同的小型客运主体，竞

争十分激烈；而在一些较为偏僻的乡镇，特别是农

民出行的最基层“村到村”和“村到乡”，尽管群众

有出行需求，却还没有较为成熟的班线。

业内人士指出，在农村客运市场，个体承包的

短途班线比客运公司的班线灵活机动，在人员安

排、维修、保养等方面更具经济性，因此相对具有

优势。然而，个体承包方式下的客运线路以营利

为首要目的，车辆状况、人员素质难以保证，行车

安全、服务质量难以监管，随意涨价、停运等现象

时有发生，线路冷热不均，部分地区乡镇居民出行

得不到保证。

对于这些地区的正规客运企业来说，这恰好

也是优胜劣汰、市场扩张的良好机遇。不过，收

购车辆、安置从业人员等都需要资金投入，在政

策扶持和资金支持较为有限时，客运企业往往有

心无力。

发展城乡客运一体化，是一

件利民、惠民的好事，但在一些

地区，在乡村客运班线公司化改

造的“急进”之后，由于种种因素

的制约，客运企业不堪重负，后

劲不足，部分线路已经开始出现

由公司化转向个体承包、挂靠经

营的“回头路”苗头，值得行业关

注和思索。

山东省较早启动城乡客运

一体化进程。自 2007 年开始，新

国线集团（聊城）运输有限公司

（简称“聊城新国线”）投入 100 余

万元，陆续从个体经营者手中收

购农村班线客车，逐渐完成了对

农村班线的公司化改造。

这一变化不愧为民生工程，

聊城周边城乡居民的出行明显

增加，社会、经济往来被有效带

动。聊城周边城乡居民一致赞

叹：客车变新了，服务变好了，票

价还变低了。当时，尽管客运票

价向城市公交看齐，但焕然一新

的面貌为企业赢得了客流增量。

不过，7 年之后的今天，情况

已经发生了变化：油价从当时的

每升 3 元多飙升到如今的 8 元多；

驾驶员月工资从几百元上升到几

千元；客车更新升级则需要巨额

投入……同时，2 至 4 元的票价却

依然没变，除了数额有限的农村

客运燃油补贴之外，没有任何其

他补贴，企业成本压力不言而喻。

聊城新国线相关负责人介

绍 ，竞 争 加 剧 导 致 长 途 班 线 缩

减、利润下滑，对短途班线的补

贴很有限，现在，企业大部分短

途 城 乡 客 运 班 线 只 能 亏 本 经

营。在生存压力之下，企业只好

将约 1/3 的乡镇客运班线又承包

给个体户经营。由于制约力有

限，在这些班线上，客运服务质

量难以保证，一些较为偏僻的乡

村居民出行依然是难题。

迫于压力 部分班线走挂靠经营回头路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

市规模不断扩大，公众出行范围

也不断扩大。为适应市场需求，

公交公司和客运公司都想抓住发

展契机，新增或拓展原先的经营

线路。于是，城市公交不断向外

扩展延伸，近几年多地出现了城

市公交和客运班线相互重叠、交

叉的情况，二者的矛盾随之而来。

南京某客运企业负责人告诉

记者，随着城乡客运的兴旺，城市

公交企业开始介入。以南京为

例，该市最长的公交线路单程已

达 50 公里以上，远达城市郊区。

低票价、高发班率的公交让

城镇居民出行有了更多选择，但却

给客运经营带来了不利影响。公

交公司开通的很多线路都与城乡

客运班线重合，凭借发车班次高、

时间间隔短等优势逐渐抢占了市

场。以北京为例，北京公交延伸开

进廊坊后，北京和廊坊之间的班线

客运受到很大冲击。近年来，全国

多地都发生过城市公交出城引发

的城郊交通线路运营权纠纷。

据了解，近年来各地虽然普

遍对城乡班线加大了投入和政策

优惠力度，但总体支持力度明显

不及城市公交。城市公交在基础

设施建设投入、用地政策、票价制

定和税费政策等诸多方面，较城

乡客运享受更多的优惠。

“面对公交的竞争，班线客

运几乎没有优势。”该客运企业

负责人认为，在城市公交和短途

客运的竞争中，城市公交的扩张

得到了普遍的支持和认可，这对

于主要服务于城乡居民、特别是

农民的短途客运来说并不公平。

业内人士认为，在城乡客运

一体化进程中，公交化已是大势

所趋。然而在不少地区，公交规

划、班车客运规划仍各为体系，

未充分考虑两种客运方式一体

化发展的问题，为更大范围的城

乡客运一体化工作带来了难题。

重叠交叉 公交、客运市场竞争加剧

▶城乡客运一体化
的发展，使得更多城乡居
民出门就能坐上班车。

本报资料片

经“大气力”公司化改造后的城乡客

运班线又走上个体、挂靠经营的老路，这

是企业的无奈之举。这一问题的背后，一

个重要原因是城乡客运政策支持的差别。

公交在政策上享有财政补贴，公路

客运则需缴纳多种税费，自负盈亏。经

营成本的差距，使得城乡班线客运在竞

争中处于劣势。长此以往，生存压力只

能迫使部分班线重新回到个体、挂靠经

营者手中，客运市场仍将在较低服务水

平徘徊。

发展环境的先天不同，在某种程度

上是一种市场竞争环境在不公平。希望

相关部门对各类农村客运统一定性，按

照运营方式、服务质量等指标确定其公

益性质，适当给予农村客运班线补贴，以

创造更加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在良性

竞争中推动城乡客运一体化发展。

农村客运渴望政策普惠
聊城新国线总经理 王涛

统筹协调需要顶层设计
江苏机务协作网秘书长 陈南平

城乡客运不是孤立的体系，在城乡

统筹协调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

下，农村客运交通的发展需要与城市公

交相互衔接，并解决二者之间的“对抗”

与“摩擦”，这是当前城乡客运一体化进

程中的一个典型难题。

“大部制”改革以来，城市公交管理

职能并入交通运输部，为城乡客运一体

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体制机制分

割影响依然存在。因此，迫切希望建立

行业管理协调机制，加强城乡客运在管

理体制、运行机制、经营方式等方面的统

一协调，做好顶层设计。

在客运市场建设方面，需要打破以

城乡地域界限划分客运市场的陈旧观

念，对城乡客运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

度和服务规范，进一步整合现有公交和

农村客运资源，划分公交和道路运输的

经营范围，明晰经营主体，合理分工，营

造公平、透明的市场竞争环境。

城乡客运一体化

提速还需加把力

本报记者 周向阳

□

现
状
之
一

公司化改造期盼适度扶持
濮阳汽运总经理助理 韩海洲

当前，城乡短途客运市场存在个体承包和公

司经营两种方式。建议以当地骨干客运企业为

主，通过市场运作手段进行兼并重组，建立权责明

确、产权明晰的大型客运企业，彻底改变个体和挂

靠经营模式，实现同一条客运线路上统一票价、统

一管理、统一服务的公司化经营。

面对市场竞争，客运企业应在业务方向上进

行适当调整，通过线路优化、人员调配等控制成

本，抓住市场机遇，走集约化经营道路。

在一定时期内，农村客运服务规模的扩大、服

务水平的提高，还需要持续的政策支持，因此，也

盼望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对试点地区之外的客运企

业在线路收购、车辆采购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和

适当的资金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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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张家港海事局航行通告

张海航﹝2014﹞035号

张家港市长明造船有限公司
新造船“华西1000”下水

各有关单位、船舶：
张家港市长明造船有限公司新造船“华西 1000”，

定于 2014 年 7 月 30 日进行下水作业。现将有关事项通

告如下：

一、作业时间：2014年7月30日08:00时至18:00时。

二、作业船舶：华西 1000
三、作业水域：长江浏海沙水道 42#红浮南侧，张

家港市太子港河口下游侧，长明造船有限公司船台前

沿东西长 120 米、南北宽 200 米水域范围内。

四、注意事项
（一）“华西1000”轮采用卷扬机放保险绳索、空压机

充气囊法进行下水作业，下水后锚泊于船台前沿水域。

（二）下水作业期间将占用船台前沿部分水域，过

往船舶应通过 VHF06 频道与现场作业船舶联系，尽可

能地远离，并缓速通过。

（三）下水作业结束后，不再另行发布通告。

2014年7月2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镇江海事局航行通告

镇海航[2014]050号

江苏省镇江船厂（集团）有限公司
“蓝波78”试航

各有关单位、船舶：

江苏省镇江船厂（集团）有限公司“蓝波78”定于2014年7月24日出

厂试航，为保障该船和其他相关船舶的安全，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试航时间：2014 年 7 月 24 日至 2014 年 8 月 23 日。

二、试航船舶概况：船长78米，船宽20米，型深8米，总吨4918吨。

三、途经水域：长江仪征水道江苏省镇江船厂（集团）有限公司码

头至东海花鸟山附近水域。

四、试航水域：东海花鸟山附近水域。

五、注意事项：

1.试航船在航行区域航行、停泊期间不得进行任何效能试验，限

在试航水域进行有关项目效能试验活动；

2.试航船航经渡运水域、桥区、狭水道、通航密集区、锚地、码头、

施工作业区等水域时，要备车了头，保持安全航速，谨慎操作；

3.试航船在长江航行，必须严格遵守《长江江苏段船舶定线制规定》

和其他相关海事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及时向所经水域的海事指挥中心

或交管中心报告船舶动态，并服从当地海事管理机构的指挥；

4.试航船航行及试航应在白天进行，遇能见度不良、大风等恶劣

天气应停止航行及试航作业；

5.试航船航行及试航期间应切实落实安全措施，按规定显示信号，加

强瞭望，谨慎操作，注意过往船舶动态，随时与其保持密切联系；

6.过往船舶应加强与试航船联系，注意识别，谨慎会让，以策安全。

2014年7月23日

■速读

怀运集团
急调运力疏运滞留旅客

本报讯 近日，湖南怀化公路运输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简称“怀运集团”）紧急调度运力，快速、有序、平

安疏运因雨滞留在怀化火车站的 600 余名旅客。

近日，华南地区连日普降暴雨，途经怀化的三条铁

路 92 趟列车临时停运，大批旅客受困于怀化火车站。

接到分流转运铁路受困旅客的指令后，怀运集团紧急

启动一级应急运输预案，克服暑运期间运力紧张等困

难，在短短 2 小时内紧急抽调 22 辆大客车。

当天中午，怀运集团从企业负责人到运务部、安全部

工作人员积极调度协调，组织旅客上车。整个分流转运过

程组织有序，安排得当，且没有向旅客收取一分钱费用。

为保证运输安全，怀运集团现场召开驾驶员安全

叮嘱会，并派出安全主管人员押车随行。夜间，车队先

后 6 次进入服务区休息。下午 3 时，两支车队共 18 辆

客车满载受困旅客驶出广场。至次日凌晨，所有车辆

将滞留旅客全部平安送达目的地。 （肖宇）

记者 高斌 通讯员 李勇 万俊梅

7 月 20 日，华中道路客运小件快运联盟

在武汉成立。湖北 13 家公路客运企业联合

江西、湖南、河南等省 3 家客运企业“抱团”

做快递，首步瞄准省内“当日达”业务，欲以

低价占领市场。

将实现门到门送取货服务

道路客运小件快运是利用道路客运的

网络和客运班车行李舱运送货物。和物流

快递相比，“定点、定时”是客运小件快运的

显著优势。

湖北省客集团大地快运分公司经理肖

俊介绍，据联盟初步制定的协议，以武汉为

中心的 400 公里以内的 4 省市（县）之间，可

实现当日送达。市民在统一的网上平台下

单后，2小时之内会有工作人员上门取货。

另外，16 家客运企业将统一执行收费

标准。联盟目前拟定运价为 5 公斤 10 元起

步，每单需支付 2 元手续费和 1 元保险费用，

续重则按里程长短有所不同。以武汉至湖

南岳阳为例，发一单 5 公斤以内的“当日达”

快递仅需 13 元。

目前，武汉发往外地的快递，一般的快递

企业还不能实现“当日达”，最早也要第二天送

达。如果通过高铁快递“当日达”，首重资费为

130元，续重为25元/公斤，价格高昂。显然，联

盟的快速、低价优势相对比较明显。

据了解，联盟快递网络下单及微信下单

服务将于 8 月正式上线。未来，联盟将进一

步扩大规模，服务覆盖到全国 18 个省份。

合力走出转型之路

公路客运企业抱团“跨界”做快递，正是市

场竞争之下的转型之举。湖北省交通运输厅

相关负责人称，随着武汉周边“米”字形高铁网

络的形成，公路客运企业受到极大影响，沿途

班线客流流失。“结成小件快运联盟，也是在新

的市场格局中谋求新的增长点的方式。”

肖俊透露：“去年大地快运公司推出武

汉—荆州—宜昌货运专线，定点、定时、定

线、定价发车，试点门到门的服务，货运量比

原来增长 40%。”据湖北省客集团预计，结成

小件快运联盟后，将改变过去各客运企业在

货物快运上一地一价、单打独斗的局面，更

好地发挥客运资源优势合力，送货成本将减

少30%左右。

华中公路客运企业“抱团”做快递

湖北省交通运
输 厅 厅 长 尤 习 贵
（右）和武汉市交委
主任余世平为华中
道路客运小件快运
联盟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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