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汇沙成海，积石造路；大道如砥，历久弥
新。

未来，株洲将继续坚持“公共交通引领城
市发展”的理念，成功创建公交都市示范城市，
推进公共交通运输体系规范化建设。

推进快速公交系统建设。全力以赴推进公
共交通项目建设，打造成网成系统的快速公交
廊道， 全面提升公共交通机动化出行分担率、
公共汽电车正点率、公交专用道设置率、公交
优先通行交叉口的比率，以及早晚高峰时段公
共汽电车平均运营时速等硬性指标达标。

完善公交基础设施。 继续实施“交通畅通

三年行动计划”， 拉通骨干道路， 打通“断头
路”，不断完善城市路网结构；以公交综合枢纽
建设为重点，提供土地和资金要素保障，形成
与城市发展相匹配的增长机制，不断完善港湾
式停靠站、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等公共基础设
施；以“厕所革命”为契机，推进公交站点公厕
布局建设。今年主要是启动株洲火车站的改扩
建工程， 以及武广西站综合客运枢纽的建设，
打造立体式、无缝对接的多种交通工具灵活换
乘接驳的综合交通格局。

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全力推进新能
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 加大各类扶持力度，进
一步提高新能源汽车的比率。今年主要是以快
速公交走廊建设为契机，极力推进该市智轨系
统和新能源公交车的推广应用和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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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一个因交通而立的城市。 南北大
干线京广线与东西大干线沪昆线在此交
会，聚合成南方铁路枢纽。 区位明显，交通
便捷，物流发达，城市发展有力。

她还是一座“三老三新”的城市———老
祖宗福地，老革命根据地，老工业基地；国家
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市。

中华民族始祖炎帝安寝在株洲市炎陵
县， 每年来这里寻根谒祖的海内外华人达
到 600万人次。

株洲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
部分，所辖四县（市）都是苏区县，炎陵县、
茶陵县均是 6个革命老区县之一。“朱毛会
师”在炎陵县十都镇，人民军队第一个连队
建党旧址在炎陵县水口镇， 第一个县级红
色政权是茶陵县苏维埃工农兵政府。

国家“一五”“二五”时期，株洲是重点
建设的工业城市。 这里诞生了全国第一辆
电力机车、第一台航空发动机、第一枚空空
导弹、第一块硬质合金、第一台储能式电力
牵引轻轨车辆、 第一列虚拟轨道列车等新
中国工业史上 220多个第一。

株洲的经济外向度强， 与近 200 个国
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有 53 家世界 500 强
和 15 家大型央企在这里落户，是全国金融
生态城市、中国十大最具投资价值城市、中
国最佳营商环境十大城市。

这座城市正变得更加生态宜居。 全市
的森林覆盖率达到 62%， 城市绿化率达到
45.5%，自然生态良好，成功创建了全国文
明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
家卫生城市、国家交通管理模范城市，获评
“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2013年， 株洲市主动顺应国家经济发
展大势，充分发挥自身动力产业优势，提出
了打造中国动力谷的重大发展战略。 近年
来，以轨道交通、通用航空、新能源汽车为
支柱产业打造的“中国动力谷”，强力推进
“交通 + 产业”融合发展，挺起了株洲乃至
湖南省高质量发展的脊梁。

2015年， 株洲市轨道交通产业收入突
破 1000 亿元，成为我国第一个突破千亿的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 目前，株洲可以生
产动车从低速、中速到高速的全系列车型，
包括磁浮列车 1.0、2.0， 轨道交通的 ART、
BRT， 自主知识产权的混动动力公交车和
纯电动车汽车。2014年，世界首列完全超级
电容 100%低地板有轨电车亮相；2015 年，
全球首创 10 秒级闪充储能式现代电车出
厂；2017 年，全球首条“智轨”示范线运营、
全球首款 12 米智能驾驶客车上路运行；
2018年，中国首列商用磁浮列车顺利下线、
中国首款全复合材料五座飞机成功首飞，

“复兴号”高铁、“鲲龙”AG600、港珠澳大桥
等大国重器闪耀着株洲元素……

比肩世界的轨道交通产品给株洲公交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株洲成为全国唯一产
业链齐全的绿色公交研发、制造基地，也是
全国绿色公交率先使用的地级市。 从设计
研发，到零部件生产、整车制造，再到产业
服务， 株洲已初步形成一条完整的新能源
汽车产业链， 正朝着千亿产业集群的目标
奋力迈进。

株洲市在国内中小型航空发动机研发
制造方面拥有绝对优势， 占国产中小航空
发动机 90%以上。 目前既有中小型直升机，
又有无人机系列，现已成编装备公安队伍。
2013年， 玉龙航空发动机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

依托优势产业的布局发展， 株洲形成
了发达便捷的公共交通网络；得益于“株洲
制造”的创新赋能，株洲公共交通工具不断
更新迭代、勇立潮头。

美国著名交通专家罗伯特·瑟夫洛最早提
出，“公交都市”指一个公共交通服务与城市形
态和谐发展的区域。

“公交都市”的本质就是“以公共交通引领
城市发展”。

2013 年 11 月，株洲市成功入选全国“公
交都市建设示范工程第二批创建城市”。 五年
来，株洲持续贯彻这一理念，加快布局，强化措
施，积极推进“公交都市”创建。

政府引导，强力推进。 株洲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创建工作。 自开展创建工作以来，市委
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毛腾飞，市委副书记、
市长阳卫国等主要领导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听
取工作汇报，进行专题调度。 市政府编制出台
《株洲市创建公交都市实施方案》，建立了公交
都市创建工作成员单位联席会议制度，不定期
召开工作碰头会，及时协调解决创建过程中的
难点问题。 下发了《株洲市公交都市创建三年
重点工作责任分解表》， 明确了各成员单位的
工作任务，实行目标管理。 成立了以市长为组
长的议事协调机构，成立市长为组长的“公交
都市”创建验收工作领导小组。

加大投入，保障资金。 进一步加大财政资

金的投入力度。 打通“断头路”、改造港湾式公
交停靠站、推进公交站场建设，特别是新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方面，每年都安排了相应的财政
资金。 从 2015年开始，4年内市财政累计安排
新能源汽车推广经费近 2亿元。 在新能源公交
车的推广上， 按照国家补助 1:1 给予配套补贴
外，市级财政另外多补贴 20万 /台。 还出台了
《株洲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实施细则》，明确
了企业购置补贴申报， 资金安排等具体事项，
要求各级各部门在用地、用电、保险等方面出
台优惠政策，政府优先采购公务执法车，保障
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相关要素。

学习交流，借鉴经验。一是“走出去”。先后
组织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相关部门人员考
察了湖北宜昌 BRT 示范线、 重庆跨座式单轨
运营线、宜宾 ART 智轨试验线，以及长沙、武
汉、保定、新乡、柳州、郑州、南宁、常德等城市
的公交都市创建工作推进情况，通过借鉴其他
城市的先进经验，着力推进该市公交都市创建
工作。 二是“请进来”。 通过与世界资源研究所
开展专门合作， 邀请了国外知名 BRT 设计专
家雷米、佩卓萨斯、达里奥前来株洲，为株洲市
新华路、建设路 BRT 项目进行客流调查、数据

建模、站台设计、线路选型、重要节点优化等方
面的交流与指导工作。

重点指标，克难攻坚。 目前，株洲市“公交
都市”创建工作有序推进。 通过自查对标后发
现，公共交通机动化出行分担率、公共汽电车
正点率、公交专用道设置率、公交优先通行交
叉口的比率、早晚高峰时段公共汽电车平均运
营时速等指标，均与快速公交系统有着紧密的
关联。 为此，株洲市编制了《株洲市公共交通近
期建设整体方案》， 确定了快速公交体系的三
种制式组合模式， 全力推进 BRT、 智轨 ART
的建设，并写入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 同
时，针对公共交通乘车一卡通使用率指标长期
处于低水平徘徊的状况， 适时召开票价听证
会，将原先投币、刷卡均为 1 元的“一元票价
制”，调整为投币 2 元、刷卡五折优惠的“二元
票价制”， 公共交通乘车一卡通使用率随即由
原来的 18%上升到了 80%以上。

强化宣传，营造氛围。 通过在媒体开辟专
栏，组织网友座谈会及“我的 BRT、我的城”、
ART 彩绘大赛、“最美驾驶员评选” 等主题活
动，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同时，每年还组织
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知名网友到
创建成员单位进行集中走访调研，并召开社会
测评大会，既推进了创建工作，又宣传了创建
成果，市民群众的知晓率和参与度大幅提升。

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交通 + 产
业”基础优势，株洲市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建
设进一步完善，“畅通、高效、安全、绿色、文明”
的现代公共交通综合运输发展体系基本形成。

规划更加合理。 株洲市委、市政府先后针
对该市公交发展、线网规划、站场布局等进行
顶层设计， 将公交建设纳入城市发展总体规
划。 在市规委会制度中，还明确将城市公共交
通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严禁随意变更规划内容，特别是停
车场、保养场、首末站、换乘枢纽等设施的布局
规划。 2017 年，还研究通过了《株洲市轨道交
通及快速公交近期建设规划》《株洲市公共交
通近期建设整体方案》《关于推进城市道路交
通信号“两化”建设工作方案》《“道路交通设施
建设年”实施方案》等，有效确保顶层设计的科
学性和前瞻性。

设施更加完善。 在 2014年开始实施的“公
交建设三年行动、五年计划”中，市财政投入资
金 5000万元用于公交站场建设， 解决公交车
辆停靠和养护问题。目前，公交综合枢纽站建设
初步方案目录已通过省交通厅上报交通部，株
浏、滨江、职教城、湘水湾、栗塘等 5个公交综合
枢纽已进入交通部预补助项目库。 株浏公交综
合枢纽 2017年竣工，2018年 6月投入使用。职
教科技城公交综合枢纽完成了土地征地拆迁工
作， 现正在对项目进行规划设计和可行性研究
分析论证阶段， 即将启动建设。 截至 2018 年

底，共有公交站场用地 31.3 万平方米，较 2012
年新增站场用地 8.6万平方米， 已新增土地面
积 10.19万平方米。 在港湾式停靠站的建设方
面，该市已完成了 306 个站点建设，主城区中
心区设置率达到 39.6%。 为改善公交通行的路
况，结合“交通畅通”行动的实施，正在按照计划
拉通一批骨干道路、园区道路和城市“断头路”。
在加大路外停车场建设方面， 今年还计划完成
6个停车场建设，目前有 4个即将完成，设置停
车位 284个。 去年起， 在该市天元区主次干道
启动路内停车收费，有效缓解了“停车难”问题。
为配合纯电动汽车等新能源汽车推广， 积极建
设充电站等配套设施，目前已经规划确定了 20
个站点的建设计划。 截至 2018年，已建成河西
基地、栗雨基地、田心立交、金山基地 4 个公交
专用充电站，包括体育中心、芦淞大桥西、高家
坳以及清石公交基地在内的 10 座充电站有
153个充电桩， 可全天候满足全部新能源公交
车和电动出租汽车的充电需求。

装备更加先进。 为确保公交优先发展，制
定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 2015年制定了《关于
政府购买公交服务的实施方案》， 加大财政补
贴力度。 在更新置换新能源车辆方面，出台了
置换电动、 混合动力公交车的财政补贴政策，
明确市财政每年安排资金用于购车补贴、贷款
利息等四个方面的补助。 在推广应用新能源车
辆方面，市财政局还出台了《2017-2020 年株
洲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奖补政策》， 将持续
保障新能源车辆的推广应用。 在全市高度重视
新能源车辆的研发制造和推广应用的环境下，
通过政策引导市场资源配置， 依托中车时代、
北汽集团等电动汽车公司，逐年推进公交车辆
的更新换代， 目前全市新能源车辆从 2009 年

的 634 辆增长至 1302 辆 ， 绿色车辆占比
100%，增长率为 103%，万人公交车拥有量达
15.3 标台。 特别是去年 5 月，由中车株洲所研
制的“智轨”示范线试运营，为未来城市公交的
发展提供更为先进的装备。

线路更加优化。 为确保公交运力精准投
放， 公交运营企业充分利用智能公交调度系
统，实时掌握线路运营动态，科学实行线路调
整，研究制定了《株洲市常规公交线网优化实
施方案》，年平均优化调整公交线网 3 至 4 次，
共计调整公交线路 10 余条，新增公交线路 10
条，填补公交盲区 62.8公里。公交线路由 2012
年的 67 条增长到 77 条，增长率为 14.9%。 城
市公交线路总长度约为 1100 多公里，500 米
公交站点覆盖率为 95.1%。 同时， 加快推进城
乡公交一体化发展。截至 2018年底，该市基本
完成了城区周边 20 公里区域内公交一体化改
造，城乡客运线路公交化运营比率达 95%。

服务更加到位。 打造“幸福公交”，城市公
交乘客满意度为 98%。 株洲公交结合客流发展
及群众出行需求， 延长主要线路运营时间，开
通通勤班车、微循环公交、园区公交、小区班
车、学生专线、商务公务租车等特色公交服务，
为园区、小区、学校等解决出行难题。 同时，通
过在各类媒体建立公共交通服务质量监督平
台，建立监督机构与公交企业、与市民“面对
面”评论公共交通服务质量，确保了市民公交
合理诉求及时得到处置； 开通了“掌上公交”
APP，市民可以通过手机实时掌握公交班次运
行动态，做到“掐秒出行”；目前，注册用户达到
7万多人，活跃用户 2万多人。支付宝扫码乘公
交车等移动电子支付方式也于近日上线运行，
得到市民广泛关注。 公交企业还通过创先争
优，选树先进典型，带动服务提升，打造了“全
国工人先锋号”、“全国巾帼文明号”、“全国青
年文明号”等品牌线路。

底 蕴 ：“三老三新”的魅力

动 能 ：“交通 +产业”融合发展

布 局 ：谋划推进公交都市建设

凸 显 ：现代公共交通体系基本建成

未 来 ：“公共交通引领城市发展”

郭力嘉 李永亮

交通，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在株洲这片红色热土上，一条

条大道纵横密布， 一座座大桥贯通两岸……在外联内
通、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交通体系支撑下，一个工业重
镇挺立于湘江之滨，一个动力之都释放出强劲动能。

近年来，株洲市依托“中国动力谷”建设，全力推进
“交通+产业”融合发展，不断完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建
设，成效显著，目前已基本形成“畅通、高效、安全、绿色、
文明”的现代公共交通综合运输发展体系。

公共交通，正引领株洲城市发展驶入新的高速公路。

动力之都的绿色畅想
———株洲市“交通 + 产业”融合发展推进公共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纪实

2018 年 ， “交通一 卡
通”在长株潭全面推行，并
实现与全国 225 个开通一
卡通的城市互联互通。

2018 年 5 月 8 日，全球首条智能轨道快运系统试运行。

2018 年 7 月，株洲轨道交通城开通“定制公交”。

（本版图片均由株洲市交通运输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