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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 2018 年富阳两会特别策划：议案建议改变我们的生活——

公交新政持续推出 农村公交告别
“民营时代”农村班线车票全面下调

富阳人迎来公交全面融杭新生活
［议案背景速读］
在区人大代表持续多年建议推动之下，
“公交一体化”被列为区十六届人大一次
会议的一号议案。根据计划，由杭州市公交集团和区交通集团共同出资组建新的公
交一体化运营公司，将分两步推进富阳与主城区公交一体化。2017 年 12 月底，现有
国有线路、车辆等纳入新公司统一运营。2018 年 6 月前，由新组建的运营公司作为收
购主体，完成民营农村客运班线收购，实现国有化，并逐步纳入新组建的运营公司一
体化运营。

记者 蒋立红 通讯员 周国妹

2017 年，富阳实现了公交全面融杭。对于 67 万渴盼早日实现公交一体化的富阳市民
来说，
更加便捷、
更加实惠的公共交通出行，成为每个人都能体会到的幸福感。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公交一体化工作提前半年完成。从 2018 年开始，富阳公交正式全
面融入杭州大交通体系，所有进杭班线、农村班线都纳入新公司运营，享受与杭城同等优惠
政策，
富阳人期盼多年的全域
“公交一体化”成为现实。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一号议案办理情况督查汇报会

［议案是这样形成的］

终结农村公交
“民营时代”
富阳公交优惠可望进一步加大

人大代表多年不懈建言献策
“公交一体化”
成为一号议案
早在 2009 年 6 月，富阳就制定了《富阳公交一
体化改革总体实施方案》，启动推进杭富公交和城
乡公交一体化工作，率先完成 69 辆进杭客运车辆收
购并国有化运行。2010 年起又相继收购了新登城
区 18 辆公交车、富春街道等片区 118 辆涉杭农村客
运车辆和城区 85 辆个体公交车辆等，至今已累计收
购处置客运车辆 307 辆。
加快推进公交一体化，不仅是富阳融杭发展的
重要内容，也是重大的民生工程。前几轮公交一体
化工作启动后带来的普惠和便利，让涉杭班线区域
以外富阳市民都期盼着早点能够享受一体化带来
的实惠。多年来，人大代表持续关注融杭公交、城
乡公交一体化问题，每年人代会都有多名代表坚持
不懈地建言献策。
2017 年年初举行的区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
区人大常委会将代表反响热烈的“公交一体化”建

议列为大会一号议案。一年来，通过议案督办为主
抓手，议案领衔代表全程跟踪，常委会阶段性开展
督查，年中政情报告会持续关注，最终实现了议案
的圆满办理。

公交一体化动员大会

今年 9 月，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了一号
议案的办理情况督查汇报会，持续关注议案办
理工作。为了实现会议提出的“议案办理能快
则快”的目标，区公交一体办自加压力，进一步
加速推进城乡公交一体化工作。
2017 年 10 月 31 日，作为公交融杭实施主
体的杭州市富阳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揭牌成立，
开始逐步推出融杭公交优化线路及融杭惠民十
大优惠政策，加快了富阳市民享受同城同待遇
的步伐。
为了加快公交融杭进程，做好主城区与富
阳公交配套，方便市民群众出行，早日享受同
城同待遇，借新公司成立的机会，杭州市公交
集团和富阳区交通集团启动了便民惠民工作，
在前期针对富阳公交一体化服务举措征求民
意的基础上，分步推出开辟 2 新线路、保障 10
条通勤线路、延长 4 条线路运营时间、票价同
城普惠、增设 20 个公交停靠站点等十大类 55

［议案是这样办理的］
多年来人大代表持续建言，群众呼声高涨，为
何公交一体化迟迟不能全面推开？除了巨大的资
金投入之外，富阳农村班线运营情况的复杂性，是
公交一体化工作必须要迈过去的一道坎。
在历经 3 轮公交一体化收购工作后，全区仍有
民营农村客运车辆 312 辆、营运线路 33 条，由 8 家民
营企业经营。这些农村客运线路主要位于经济欠
发达的偏远山区，地域覆盖面积约占全区 76%，辐
射人口近 40 万，且公路等级相对偏低，村庄和人口
分散，与国营班线相比，票价高（最高为 12 元）、服务

质量相对较差，并出现冷线开通难等问题，难以满
足群众出行需求。
想要完成公交一体化，就得实现近 40 万人口共
享同等公共交通优惠，要确保富阳境内 76%区域的
农村班线全部实现统一的国有化运作。
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不到一年的时
间里圆满完成。负责公交一体化工作的区交通局
副局长楼建堂认为，富阳抢抓撤市建区机遇，市、区
两级党委政府为民办实事的决心是促成公交一体
化工作落到实处的关键。

民生工程各方持续关注
提前半年实现公交全面融杭
为了全力以赴推动大会一号议案的办理，区委
区政府成立了区公交一体化工作领导小组，实行集
中办公。领导小组由区委书记朱党其任组长，区长
吴玉凤任第一副组长，各相关部门领导为成员。
富阳推进公交一体化工作，回应民众热切期盼
的决心，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今年 7 月 5 日，省
委常委、市委书记赵一德到富阳调研时作出重要批
示，要求各级各部门通力合作，本着“分步实施、优
化线路、服务群众、节约资源、降低成本”的原则，加
快推进富阳公交一体化，包括融杭公交一体化和城
乡公交一体化。
公交一体办通过与杭州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对
接沟通、争取政策，最终决定参照萧山、余杭模式，
把富阳整个区域公交纳入杭州主城区公交体系，并
形成《富阳区融杭公交工作方案》报杭州市政府同
意并实施。
“过去 3 轮收购每次只涉及 1 条线路，现在需要
在半年时间里完成 33 条线路的收购，压力和责任
非常大。”楼建堂介绍，收购车辆多、线路杂、被收购

群体过高的期望，是富阳公交一体化工作推进过程
中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为了尽快摸清家底，公
交一体办在完成车辆确权登记和意见梳理答复、风
险评估、经营状况评估等工作的基础上，开展了大
量信访接待工作。
为了打破过去收购政策“轮轮不同”带来的困
境，摸索制定出具有实际操作价值的政策，公交一
体办召开了“两代表一委员”、乡镇（街道）、社区
代表意见征求会，经梳理汇总，共收到意见建议
78 条。召开了 20 场，33 条线路，312 辆车共 449 余
人参加的全区农村客运车辆经营者座谈会，充分
听取意见诉求。通过在市民和经营者中下发《富
阳区城乡公交一体化工作推进意愿调查表》，结
合民意做好统计、梳理、汇总、研判。最终，制定
出《杭州市富阳区城乡客运公交一体化工作实施
方案》，决定以新成立的杭州市富阳公共交通有
限公司为收购主体，以“政府引导、合理补偿，尊
重历史、依法处置”的原则，于 12 月 30 日前完成车
辆收购签约，这比原计划提前了半年。

第一辆交接车辆完成相关手续，开往大
昌修理厂进行维保

项便民举措。
通过前期大量工作和辛勤付出，2017 年 12
月 23 日，全区 8 家农村客运公司，312 辆农村客
运车辆，759 户经营者提前一个星期全部签订
了《车辆转让协议》，圆满完成了城乡公交一体
化农村客运车辆收购签约工作。一体化工作提
前半年完成，创造了富阳新速度，也得到了市、
区两级领导和相关部门的高度评价。
公交一体化工作完成后，富阳农村客运正
式告别“民营时代”，城乡公交按照杭州公交收
费标准执行，富阳所有农村班线的票价都有所
下调。以富阳至新登的票价为例，公交一体化
之后，
单程票价从 6 元降到了 3 元。
“完成所有车辆的交接后，我们将对富阳的
公交线路实施进一步优化，尽可能为老百姓提
供出行便利。”楼建堂介绍，根据运力准备情况
312 辆农村客运车辆分两个批次交接，1 月 2 日
已经完成新登片区、龙阳片区和部分青云片区
的 157 辆交接，1 月 14 日—16 日将完成场口、大
源等 155 辆车子的交接。完成交接后，农村公
交统一实行站点上下客，不再“挥手即停”。
“道路能否开通公交线路，需要达到国家的
行车要求，针对高山村住户的呼声，我们也会在
后续进行研判。”楼建堂说，常绿至上官通过石
板岭隧道的公交线路将在 1 月份开通，很多冷
线的公交站点设置都在通盘考虑之中。接下
来，杭州市富阳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逐步完成
新运力投运，进行线路优化、车辆更新、票价下
调、服务提升等一系列工作，最终达到“新公司、
新政策、新线路、新票价、新服务”的目标。

［议案办理，老百姓这样评价］
干成了一件惠及子孙后代的大好事
李政（富阳新兴客运有限公司董事长）
从 90 年代初期干个体跑车，到 2000 年组
建车队，再成为民营客运公司的负责人，今年
49 岁的李政亲眼见证了富阳公交运营的发展
历程。
李政运营的富阳至新登农村班线是盈利
情况最好的一条线。
“ 公交一体化”推进，意味
着李政的董事长没得当了，稳定可观的收入也
没了。
“ 区委区政府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来推这
项工作，我们没理由不支持。”区公交一体办找
李政谈话的时候，他当场表示会全力支持工作
开展。
“ 总 司 令 都 有 退 休 的 一 天 ，自 己 这 个 小
小的董事长在民生大事面前肯定得让步。”

李政不但兑现了自己公司积极配合公交一
体化的承诺，还帮忙做其他民营公司人员的
思 想 工 作 。 12 月 31 日 ，李 政 公 司 的 驾 驶 员
们开着洗得干干净净的车子，带齐了所有的
手续文件来办理交车。
“过去我爸妈坐公交车都要付钱，现在他
们带着老年卡都可以享受免费坐车的待遇。
以后我们子子孙孙都能享受跟杭州一样的待
遇，公交一体化是很值得做的事情。”公司车辆
收购后，李政难得有了休闲时光，在这场个人
与集体的利益博弈中，他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
确的。
“67 万老百姓都能得到好处，我们干成了
一件惠及子孙后代的大好事。”

我是受益者，
给公交一体化点个赞
陈晓（场口镇居民）
“我们盼着坐上正规干净的公交车，已经
很多年了。”场口镇的陈晓经常乘坐从深奥到
富阳西站的公交线路。中学时代坐车的记忆
让她记忆犹新。
“车上的布套总是有些脏，夏天
经常不开空调，坐车体验真的不太好。”前几年
亲戚朋友谈论关于场口公交国有化的事情，让
陈晓第一次萌生出对优质公交出行的向往。
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富阳工作，陈晓在城区
找了一份工作，每天在单位和场口老家两点奔
签约现场照片

第一辆交接车辆驾驶员正在签字

波。
“去年 12 月初的周末，我在家门口等公交车
到城区，因为满座了连续两辆车开过都没办法
上。”陈晓说，当时急着要给朋友送东西，最后
花了 60 多块钱打车到城区。
场口片区将在今年 1 月完成车辆交接，陈
晓期盼着公交一体化之后班次可以增加一
些。
“农村环境越来越好，场口的车子也统一运
营后，像我这样工作在富阳，住在农村的人都
是受益者，
每天都能感享受到这份实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