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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车经常出现等车难现象"

是否会考虑增加车辆" 减少市民等车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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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民的印象中"几乎每年都会
有一次或两次公交线路调整的信息
发布"如此频繁的调整"无疑给近"#

万市民的出行带来了不便$为何海口
公交线路不能减少调整频率呢#

%其实海口公交并没有市民说
的那样频繁调整$ & 据介绍 " 从
%##&年以来" 海口公交线路没有进
行过任何一次较大范围的调整" 而
所调整的公交线路" 基本上都是根
据道路改造的情况" 对公交线路进
行局部的调整" 或者为了方便市民
的出行" 延长一些公交线路$ 本次
可以说是%##&年以来首次对海口公
交进行较大范围的调整$

海口市运管处公交科科长吴钟
龙说" 海口公交建立之后" 一直是
有两个管理部门负责管理" 一个是
城管" 一个是交通$ %两个部门都
管" 就变成两个部门都不管$& 由
此造成海口公交路网分布不均匀的
局面" 有的线路长度达到'$公里"

%这从某种层面来说就已经算是班
线车了$& 吴钟龙说" 目前海口各

条公交线路之间的重复利用达到
(#)以上" 这样一来也使得热门线
路车辆很多" 其它线路难等车 $

%重复率等于公交资源的浪费$&

吴钟龙说" 这次调整主要针对
的就是 '非直线( 系数超过%*#的线
路" 因为 )非直线( 系数体现出了公
交的绕行度" 就是一个起点到终点线
路长度" 除以这个中间的空间长度$

线路适当 %拉直& 后的确会对部分市
民的出行带来变化" 可能需要换乘"

实际上目前市民意见最大的就是 %点
对点服务& 受影响$ %因为海口市民
习惯了 )点对点( 的公交服务" 不习
惯换乘公交" 比如%路车调整前" 本
来农垦中学直接可以到龙华路" 现在
断了没有办法了需要换乘一次$ 可反
过来看" %路车的原始线路 )非直线
系数( 已经达到了!*''" 可以说是非
常绕的$ 因此我们作调整" 一方面是
为了降低线路重复率" 另一方面对更
多选择公交出行上班办事的乘客而
言" 能减少乘坐公交的耗时长度" 提
高行驶效率$&

常坐公交的市民注意到" 海口
道路上的公交车这两年正在一批批
旧貌换新颜"从最开始的%#路*'路*

"路"到最近的%%路*''路"而据海口
市公交集团和海口市运管处相关负
责人透露" 因车况老化破旧被市民
投诉多次的%(路和"$路也有望在近
期完成服役准备更新$

对此"海口公交集团总经理助
理邹新颜解释"海口作为一个新能
源车辆运营试点城市"在选择纯电
动大巴试点线路时"考虑到车身较
长较宽" 需要选择一条合适的线
路"所以行驶路线较为宽敞的%#路
总能成为%幸运儿&"从原先%#路上
换下来的车则替换到了其它线路

上$ 与此同时"每一辆公交车在没
有特别情况下都遵照了一个达到
使用年限才更换的原则"所以更新
会有先后$

海口市运管处公交科科长吴钟
龙补充道" 根据规定" 公交车使用
期限是(年" 但实际上公交企业一
般六七年就会进行更换$ "(路原先
属于个体承包线路" 由于个体经营
更多考虑经营成本和效益" 因而一
般都会坚持到八年" "(路正好今年
年底才到八年经营期$

吴钟龙表示""$路公交的新车
目前已经运到海口" 很快就会进行
更换" 而%(路也有望在今年内更新
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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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新埠桥限制通行后"原本
有'条公交线路可以通向新埠岛的"现
在仅有两条线路可以通过" 给岛上的
居民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是否会
在新埠岛再增加公交运力呢#

在本次公交线路调整中" 海口交
通部门计划新增开一条海甸岛的环线
公交"有市民提出"是否会考虑将环线
公交的线路延长到新埠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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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城至海南广场为何不增开
直通公交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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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交车是为市民提供服务
的" 公交等车时间长也是市民投诉
最多* 最关心的话题$ 站在公交站
台" 不知道所等的车辆走到哪里
了" 也不知道还有多久车才会来$

吴钟龙透露" 海口市道路交通
运输管理处正初步设想" 在海府
路* 滨海大道* 海秀路等海口主干
道装电子定位系统" 电子站台通过
卫星定位系统" 市民在车站就能清
楚知道车辆的位置" 以及等待的时

间$

%市民等车时因为不知道下一
辆车什么时候到"等五分钟感觉过
十分钟一样$ 所以我们这个系统能
够推动"确实对市民出行是个大好
事$& 吴钟龙表示"海口市交通部门
将积极寻求推进"包括在财政力量
有限的情况下" 通过招商引资"以
及其他一些方法将民营财力引进
以推动交通线路电子定位系统的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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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和 !+ 路的线路是否要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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