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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 ,是一座城市的窗口和“名
片”， 既与城市形象息息相关， 又与民生福
祉紧密相连。 然而， 张家界作为全省的
“客厅”， 却是仅有的城市公交私营化城市。

据统计， 张家界市中心城区和武陵源城
区共17条线路， 253台公交车。 2001年， 开
始走弯路， 全部实行私人承包经营， 2005
年， 政府虽收回公交经营权， 但无法恢复公
车公营， 只能实行经营权与车辆产权相分离
的挂靠承包经营管理体制， 并每年财政拨付
350万元保运作， 成为一大“包袱”。

“破烂不堪， 苦不堪言， 但又不得不
坐。” 谈及张家界以前的公交弊端， 坐公交
车上班15年的市民陈海清深有体会。

和陈海清一样感受的市民大有人在，
原来的公交在市民的心中是这样一幅形象：
车辆破旧、 满身泥污、 “牛皮癣” 广告贴
满车身； 黑烟滚滚、 尾气刺鼻、 车辆过后
行人四散； 经常出现拒载老年人、 残疾人
现象， 公益性难以体现； 追求利益最大化，
为抢客， 街上运行中“你追我赶”， 不按线
路跑， 都往人流多的中心地段挤， 私自延
长2元空调价收费时间， 驾驶员超负荷工
作， 甚至“病车上路”， 安全隐患重重。

“是历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得最多
的议案。” 张家界市人大代表谷文娟认为，
不仅没有满足群众出行要求， 更与享誉中
外的旅游胜地金字招牌不相匹配。

关乎民生的公交改革已势在必行。 然
而， 沉疴宿疾， 复杂艰巨， 有关部门曾算
了一笔账， 改革到位， 至少需要3亿元资
金。 对一直“吃财政饭” 的张家界来说，
谈何容易。

看上去， 这已是一条此路不通的“死
胡同”。

“正是中央和省委对深化改革的要求让
我们下了‘死决心’。” 市长王志刚这样告
诉我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
民生是一项长期工作， 没有终点站， 只有
连续不断的新起点” 的指示， 给了市委、
市政府无穷的动力。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徐守盛“把正能量聚集到最大，
把汗流在改善民生上， 集中精力促改革、
惠民生” 的具体要求为张家界公交车改革
指明了方向。

于是， 张家界提出把优先发展公交作

为重大民生工程公交运营体制改革正式提
上议事日程。

2015年7月， 开始动议拟订方案， 8月，
政府常务会和市委常委会通过方案， 9月，
正式启动。 成立改革领导小组， 以分管公交
的副市长为组长， 23个部门联合参与。 按
照“政府主导、 企业运作， 市场导向、 整体
收购， 更换新车、 公车公营” 原则， 进行改
革。

面对“硬骨头”， 张家界人展现出非凡
的决心和魄力。

“顺意民心， 回归公益， 为群众交一份
改革满意答卷。” 在常委会上通过改革方案
时， 市委书记杨光荣强调， 将改革作为
“提质张家界， 打造升级版” 战略的重要工
作推进， 打造“便民公交、 绿色公交、 智
慧公交、 幸福公交”。

公交改革如何改， 资金从哪里来， 达
到怎样的目标？ 这是政府最关切的问题。
为此， 刚上任不久的市长王志刚多次深入
一线调研 ， 大胆决策 ， 寻找最佳方案 。
“让群众满意， 政府放心、 社会认可。” 王
志刚反复要求， 一定要选好时间节点， 确
保改革平稳、 有序推进。

2015年9月30日， 由张家界市经投集
团公司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张家界市
公共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授牌成立。

大幕开启， 按照公司法和现代企业管
理制度， 新公司将原有公交经营者
和承包车主经营的公交车及其公交
线路经营权一次性收购， 购置增程
插电式纯电驱动新能源公交车， 实
行公车公营。

10月1日起， 筹措资金、 谈判
收购、 签订协议、 购置车
辆、 改造设施等工作， 迅
速稳步有序推进， “大会
战” 全面铺开。

向国生 廖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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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22日 ， 随着首
批60辆新能源公交汽车正式 “上
岗 ”， 张家界公交运营体制改革
迈出坚实的一步。

破釜沉舟， 破茧成蝶。 从百
姓最关心的事改起， 从最难办的
事办起， 从启动到运营， 只有短
短三个月， 一个 “便民 、 绿色 、
智慧、 幸福” 公交展现在市民面
前， 成为一道道流动的风景线。

市民游客纷纷感叹： 出行方
便快捷、 安全舒适。

这是一场力度空前的改革 ，
体现了张家界决策者的魄力和决
心；

这也是一场关乎民生的改
革， 凝聚着170万张家界人的民
意人心；

这更是一场锐意创新的改
革， 彰显出张家界市委、 市政府
开放睿智 、 一心为民的执政情
怀。 旅游立市的张家界， 大刀阔
斧进行的公交改革， 再次吸引众
多目光， 让全省和全国同行刮目
相看。

市委书记杨光荣自豪地说 ：
“关乎民生的改革阻力再大 ， 只
要成功， 都是值得的。”

“犹如一道天际蔚蓝， 为美丽的张家
界增辉添色。”

刚刚过去的元旦小长假， 张家界公共
交通的华丽蝶变， 让带团而来的长沙导游
小杨惊呼不已。 因为在她记忆里， 过去N次
到张家界， 从未乘坐过公交车， 因为又破
又脏， 车身广告多， 到处乱窜， 游客都不
愿坐也不敢坐。

公交发展和服务水平是一个城市文明
程度和城市形象的体现。

“打造与绝美风景相匹配的城市流动风
景线。” 因此， 经投公司还有个想法， 将在

城区点缀少量的“双层环保巴士”， 沿着澧
水环线和主要繁华线路穿行， “让游客随时
随地观光， 展现浪漫多彩的旅游都市气息。”

走进张家界新公交公司1200平方米的
办公区， 让人眼前一亮， 墙上张贴的“营
运服务十大承诺” 格外醒目。 企业负责人
介绍， 用工、 培训、 薪酬、 流程均以现代
企业管理模式操作， 提升公交服务水平。
目前， 安装车载智能公交系统， 建设国内
一流标准电子站牌， 配套设立充电桩等工
作正紧锣密鼓。

“座椅设计科学， 空间宽敞舒适， 市民
最爱。” 司机罗廷杰以前跑3路线， 改革换
新车后， 在新公司经过培训后上岗继续跑3
路线， 他介绍， 与以往旧车相比， 单日客
流量明显增多， 收入明显增加， 乘客都说
“公交改革改到老百姓心坎上了”。

的确， 张家界实施公车公营经营模式，
以满足公众出行需求作为出发点， 公交优
惠票价、 特殊群体免费乘车、 公交IC卡等
各项惠民便民政策， 将得到全面落实， 人
民群众出行将更加便捷。

按照改革方案， 张家界公交运营体制
改革分两个阶段实施， 今年1月底以前完成
中心城区， 上半年完成武陵源城区。

刘湘林介绍， 2016年是
张家界城市建设的攻坚之

年， 两地253台公交车全部更换为新能源
车， 绿色公交覆盖率达100%， 车身除了公
益广而告之外， 所有营利性广告“下车上
站台”， 提升旅游城市品位。

按照公交发展规划， 到2020年， 张家界
市中心城区公交线路由现在的12条将逐步增
加至29条左右， 线路里程由现在179.6公里
逐步增加至424.6公里左右； 武陵源区公交
车线路由现有的5条逐步增加至9条左右， 线
路里程由59公里逐步增加至141.9公里左右。
届时， 景城一体， 公交直达， 万人公交车拥
有量由7.38标台提高到10标台以上。

探索不停歇， 希望永相随。 力度空前
的改革， 体现着张家界市委、 市政府推进
公交事业的决心和勇气， 凝聚着所有参与
改革者的共识和努力， 彰显深化改革带来
的期待和辉煌。

承载新期待， 凝聚新希望。 随着张家
界公交发展蓝图的徐徐展开， 不仅成为张
家界百姓幸福生活的重要保障， 更将成为
一张闪闪发亮的名片， 助力张家界打造美
丽、 和谐、 有序、 宜居的旅游胜地。

张家界作为国际知名的旅游城市， 改革
发展秉承绿色环保至上， 公交改革也不例外。

“首选安全、 美观、 环保、 舒适的新能
源公交车。” 张家界市经投公司是改革的主
要责任单位， 董事长谷中元介绍， 从2015
年9月中旬开始， 积极筹措资金、 组建新公
交公司、 选择厂商购置新车和投放运营及
配套设施建设， 三个月时间， 一环扣一环，
一步步落实。

9月下旬， 改革初步测算的2.78亿元资
金筹措到位； 多方考察后， 9月30日， 与中
车时代电动签订合作协议； 10月23日， 举
行公交车辆选型专家论证会， 确定购置增
程插电式城市公交车， 并发布公告； 10月
底， 与中车时代电动签订购置200台新车合
同， 总价9120万元， 分两批到位。

2015年12月22日， 张家界人永远记得
这个好日子。 随着扎着红绸的60台新能源
公交车依次从张家界火车站广场驶出， 在
中心城区2、 3、 6路公交线“上岗” 运营，
标志公交改革迈出关键一步。

“传承高铁技术自主研发的一款纯电动新
能源公交车。” 中车时代电动公司董事长申宇
翔介绍， 首批交付使用的60台新能源车长
10.5米， 安全、 环保、 舒适， 是目前国内唯
一入选国家战略性新型产品的新能源公交车。

据悉， 新能源车具有多项技术优势。

油电结合低碳动力系统， 整车综合能耗较
传统车降低50%以上、 PM2.5等颗粒物降低
90%、 氮氧化物降低75%、 一氧化碳、 二氧
化碳降低排放50%以上； 采用整车全承载
技术， 集成化网络控制系统和高铁级变流
技术， 极大地提高了整车安全性； 采用阴
极电泳工艺和乘用车标准的金属油漆， 防
腐达10年以上， 提升公交品位和档次； 应
用无级变速技术， 大幅降低驾驶员劳动强
度， 提高了乘客的乘坐舒适性； 采用独创
的“云智通” 大数据采集与管理系统， 为
公交运营管理、 辅助驾驶、 维护保养提供
强大的系统支撑。

“运行噪音低， 乘坐更舒适安全， 终于
告别了黑烟滚滚的历史。” 启用当天， 张家
界部分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市民代表等
一起乘坐6路新能源公交汽车， 体验了一把
“高大上” 的绿色出行， 纷纷点赞。

改革是革旧立新， 要说立新难， 其实
革旧更难。

“改革最难的就是如何打破旧体制。”
公交改革中， 张家界市交通运输局主要承
担旧车收购、 谈判签协议、 改制安置等工
作， 具体负责牵头的副局长杨湘林感慨，
从去年10月初以后， 局里联系改革的人员，
均没有睡一个安稳觉。

最难的是旧车收购和签订退出经营协

议， 这是改革最关键的一步。 208台旧车即
208个经营主体， 背后合股的车主甚至更
多， 承包经营期2021年到期， 意见难统一，
需要耗时耗力谈判做工作。

10月上旬， 召开5次旧车主代表座谈
会， 旧车现值、 剩余经营预期收益补偿以
省内知名的评估机构评估、 专家评审和市
国资委确认的评估结果为依据， 结合安置
补偿和配合奖励， 采取“一对一” 结对方
式做车主思想工作。

10月20日交车日， 共签订退出经营协
议的车辆160台， 足额支付资金1.049亿元，
远远超过预期。

最复杂的是旧公司改制和人员安置。 原
公汽公司现有在职员工143名， 多次召开座谈
会征求职工意见， 采取新公司接受一批、 退
休一批和老公司改制就业一批的方式安置。

“有底气、 有信心。” 杨湘林介绍， 市长
王志刚深入老公汽公司与职工座谈， 现场承
诺“绝不让一个职工下岗， 确保在新岗位收
入增加”。 副市长、 公交改革领导小组组长
刘桦亲力亲为， 多次参与修订讨论方案， 先
后4次参加旧车主和职工代表座谈会， 签订
协议前几天， 更是通宵坐镇指挥。

步履蹒跚10多年的张家界公交从此迈
进新征程， 一个绿色低碳、 群众满意的公
交体系呼之欲出。

提升服务， 景城一体， 助力建设 “旅游胜地梦”

安全环保， 群众满意， 构建绿色低碳公交体系

顺意民心， 回归公益， 递交一份改革满意答卷

“便民、 绿色、 智慧、 幸福”， 公交车成为张家界一道道流动的风景。 向韬 摄

张家界市长王志刚 （中）、 副市长刘桦 （左） 体验新能源公交车“高
大上”。 庹亮 摄

安全、 美观、 环保、 舒适的新能
源公交车。 庹亮 摄

首批60辆新能源公交车正式“上岗”。 庹亮 摄 版式设计 喻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