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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龚友国 彭涵

“截至 2012年，成都公交日出
行量由 2006 年的 202 万人次迅速
提高至目前的 447 万人次，出行分
担率也由 14.7%提高至 26.46%”，这
组数据是成都公交集团的工作报

告，也是成都市委市政府向市民交

出的一份答卷。

这一年的 6月，中国质量协会
将中国质量奖的最高荣誉———“中

国用户满意鼎”授予了成都公交，这

对长期秉持“公共服务提供者”核心

价值理念的成都公交人来说，是一

种莫大的肯定。

与众多老字号国企一样，成都

公交让世人看见了一个“不一样”的

民生“新”国企。

“为什么要搞国有公交企业改

革呢？因为传统公交国企难以摆脱

劣成本高、效率低下的问题。但体制

改革也绝非是一改而就，我们要避

免走两个极端。一是改革后出现公

共服务跟不上、市场失灵；二是不改

革增加财政负担。”成都公交集团董

事长陈蛇向《中国企业报》记者描述

了他的思考，“像成都公交这种提供

准公共产品的国有企业，可以推广

应用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公共服务

领域里让国资高效地发挥作用”。

惠民让利：
开拓公共服务“市场”

2012年 10月，成都市公共交通
集团公司为配合小汽车尾号限行的

交通管控措施，推出了 44条免费公
交线路，免费日期截止到 2013年 6
月 30日。

据成都公交集团数据显示：免

费首日，免费线路共投入 381辆公
交车，环比增加 61.44%；投入 2754
班，环比增加 50%；运送乘客 20.52
万人次，环比增加 128.63%，日净增
加近 12万人次。

据了解，“免费公交”推行期间，

惠民总金额预计将达到 9276万元。
有人质疑，“不刷卡、不投币”、

免费提供产品，这是与企业追求盈

利的本性相悖的。

成都公交集团总经理王昌干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公交免费不

是‘拍脑袋’的决定，我们在前期已

经有了一系列的改革探路举措和调

研，这是我们的底气。”

“免费公交线路是为配合市区

二、三环内小汽车尾号限行，因此每

条线路都必须符合‘70%以上里程
在二、三环限行区域内’这一条件；

44条免费线路的公交车，不到全市
营运公交车总量的 5%，而尾号限
行，能使全市公交车运营效率提高

10%。”成都公交集团副总经理曾彦
表示。

正因为有了这一层对冲，免费

公交在吸引市民出行的同时，其实

也节约了集团的运营成本。

“在国资现有框架下，既能保证

国有资产的不浪费、又能完全契合

老百姓的民生需求，这是我们的任

务。”王昌干说。

2007年 5月，《成都市人民政府
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实施

意见》的颁布，将完善公交规划、加

快公交场站建设、构建公交线网系

统、建设公交智能系统等 9项工作
列为优先发展城市公交的主要任

务，并从财政资金投入、税费、供地

等 7个方面制定了全方位优先发展
公共交通的政策支持。

2007年 6月，成都公交 IC卡票
制即开始首次调整。原公交普通卡

和优惠卡不再有区别，每张卡都可

以既充月卡又充电子钱包；同时，电

子钱包的充值额度调高到了 1000
元，学生优惠月卡调整为 2折，成人
优惠卡则下调至 10元 20次起充小
面值月卡。

2008年，为配合市区公交线网
优化，成都公交从 5月 1日起对乘
坐市区公交车辆的 IC 卡次数消费
者实施两小时内可任意次数免费换

乘的优惠。

2010年，成都公交集团将最低
限额调整为 1元起充。同时针对“两
小时内免费换乘”的优惠政策出现

替人刷卡套钱的“卡串串”，结合

97.9%的乘客三次换乘之内就到达
目的地的电脑生成数据，将“两小时

内免费换乘”限定在 3次，有效遏制
了这一乱象。

此外，为了解决市民公交出行

“最后一公里”的交通无缝接驳问

题，成都公交在高新南区建立起 72
个公共自行车租借站点、设有 1500
个车位，公交 IC卡刷卡取车，1小时
内免费，截至目前公共自行车的月

使用量已经达到 3万人次。
从 2004 年开通从中心城区直

达郫县、温江等 12条公交线路，到
2006年开通 8条线路 IC卡服务，再
到 2007年完成新都、华阳等 6个相
邻组团开往中心城区的客运线路的

公交化改造，成都公交在“城乡一体

化”的道路上步步为营，至此城区的

公交线路逐步实现一套票价体系。

截至 2012年 2月，成都公交集
团宣布：中心城区所有公交线路可

全部实现刷卡次数消费。

截至 2012年，成都公交共实施
了 4次惠民票制票价改革，目前每
天惠及乘客近 300万人次，惠民让
利金额每年达到 10 亿元以上———
这也悄然改变了成都市民的出行习

惯，不少人已经首选公交，也让成都

公交一路前行的干劲更足。

“网运分离”：
公益与国资保值的平衡

陈蛇执掌成都公交的立足点始

终清晰———在采访过程中，他向记

者反复强调一点：这个行业，不是单

纯用来赚钱的。

“公交这个行业一定是公益性

的，老百姓要享受公益的公共财政

服务，百姓不可能花高价去坐公交、

地铁。国有公交能充分体现公益属

性，但国有资产人格化主体的缺位

所导致的低效率也难以避免。”在陈

蛇看来，最“要命”的问题就在这里。

作为国企的成都公交必须要克服一

些“先天”因素、去完成“本分”的任

务，其棘手不言而喻。

他的方法是：把公共产品的属

性和公共产品的生产分开。

2011年，成都公交启动了公交
“网运分离”模式改革：为了解决公

交线路多家经营造成资源浪费、一

家经营难免服务低下的两难问题，

成都公交集团探索出“网运分离”管

理模式。在成都市政府的支持与扶

持下，成都公交以回购股权或以出

租车经营权置换公交线路经营权的

方式，对成都市公交线网主体进行

了统一优化整合，同时将公交线路

特许经营权与营运生产经营权相分

离，彻底改变了以往“两权合一”的

传统运作管理模式。

而公益与市场泾渭分明的界

限，是“网运分离”模式成功的关键。

“这一模式的核心是：我们让公共产

品既能国有生产也能混合生产甚至

私人生产。”陈蛇向记者解释道，“在

该模式的组织管理上，凡与城市形

象、乘客需求密切相关的项目实行

统一管理，需要公交集团自己认真

去做。凡是通过企业能购买到的公

共产品的生产，我就拿给市场的专

业主体去做，业有专攻，他们比我们

更有效率”。

“公交集团本部负责统一收银

管理，统一服务标准，统一调整优化

线网，统一制订发班计划，统一支付

GPS有效公里数费用。同时，我们组
建了五个专营公司，其专门负责按

计划安全运送乘客。我们将 269 条
公交线路交由专业公司营运，公交

集团公司不再拥有一辆公交车，均

根据 GPS公里数与专营进行核算”。
王昌干表示，“你跑的 GPS有效

公里数多花的钱少，我就给你这个

专营公司高奖励；要是公里数少花

钱多，就说明你管理不好，如果还有

安全事故、投诉也很多的话，给你的

钱就少。这么一排序，便形成了‘赛

快马’式的竞争格局，大家都争先恐

后，这样公交的效率就能提高”。

“公共产品的私人生产是可以去

探索的”。王昌干向记者列举了他们

的非核心业务外包的例子。“公司清

洗车辆、夜晚看守车辆的业务都是

外包出去的，事后发现比我们自做

效果更好。”

同时，公交线网的广告经营也

走向了业务外包。通过公开拍卖公

交车身媒体使用权，2012年成都公
交单车出让均价近 4万/年；2012年
成都公交媒体年收入突破 1.3亿元，
较 2006年增长了近 5倍。
“公共产品不管由谁来生产，保

证其公共属性是前提”。王昌干表

示，“虽然成都的近三百多条公交线

路都是子公司在管，但线网是集团

本部在管理，他们在购置新车时我

们是绝对不让他们买 20、30万的便
宜货，一定要买与成都市支付能力

相匹配的车。如果单纯按照利益驱

使的话，20万的车子一样能跑，但这
样会影响城市形象、公益性质就没

有体现。”

据了解，为了积极倡导节能减

排，全力打造绿色、宜人的“公交城

市”，成都公交在 2012年开始大批
量引进低入口、高配置、大容量、电

子化新型环保公交车，淘汰了三级

踏步、高能耗、高排放的老旧车型。

全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76万吨。
另一个案例体现在发车密度的

调整上。“发车到底是应该 3分钟一
趟、5分钟一趟还是 15分钟一趟？客
观来看，发车时间的间隔越长我们

的成本就越低、经济效益就越高，但

这满足不了乘客的要求。所以在这

方面，我们是严格按照市民出行需

求在调整发车频率。”曾彦表示。

在陈蛇看来，“网运分离”厘清

了公交各经营环节的市场化关系，

可以对公交企业获取社会效益需要

的经济投入进行有效的测度，从根

本上解决了公交社会效益与经济效

益难以兼顾的行业难题———让企业

与大众形成了良性互动，既满足了

社会效益，又因为生产效率的提高，

让企业避免增加劣成本、同时能够

保证服务质量。“所以这几年公交公

司虽然是今天给百姓免费，明天刷

卡优惠，但整体都没有过多地增加

企业亏损。”。

构建现代公交的基石：
智能化 +大数据

据记者了解，2008年，成都公交
集团就启动了公交的智能化建设。

经过四年的建设、完善，现已全面建

成了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公交管

理系统，促进企业由传统经验型、粗

放式管理，向现代科学型、精细化管

理的转变。成都公交智能化建设在

近三年间，先后吸引了国内 20多个
城市的“同行们”前来参观交流。

2009年 4月，成都公交智能公
交营运调度系统开始试运行。9月，
公交智能调度监控中心启用，至今

成都市内所有公交车调度实现智能

化管理：该系统能监控到所有公交

车从出站到进站的运行情况，如果

出现跨线、串车、严重超速、久候、路

堵、首末班车不准点等状况，中心将

一览无余。

曾彦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以“串车”为例，如果市民遇到这

种情况———等了很久不见所乘线路

车辆，一来就来数台。GPS载机会向
中心发出串车警报，中心工作人员

一点鼠标，即获得串车车辆的车牌、

自编号、串车地点以及串车时间，同

时再次点击鼠标，选择“慢行”这样

驾驶员就会收到提示信息来相互错

开。只要发现运行车辆遇到情况，工

作人员就可以用发短信或者通过专

用频段的无线电通讯系统与运营车

辆取得及时联系。

这只是智能公交营运调度系统

的冰山一角，从企业角度来讲，它最

大的贡献来自于“大数据”的积累。

在解释智能公交营运调度系统

在大数据上的应用时，成都公共交通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曾彦给记者调出

一张显示某天客流情况的波形图。

从图中可以清晰看见某个时段

出现了曲线波峰，而其他时段客流

则相对平稳———这些数据都是通过

乘客使用的 IC卡统计，调度中心可

以根据客流统计数据，按客流调度

车辆发班解决高峰期乘车紧张问

题。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成都公交

在延时相关线路上做到了有的放

矢：通过监测，成都公交发现一些热

门线路末班车收班后仍有乘客滞留

在车站，这就需要对相关线路进行

延时。仅在 2012年内，成都公交已
经延时了 67条线路，每条线路平均
延时 40至 50分钟，最长的达到 80
分钟。

精确的数据，最终带来了服务

质量的大幅提升：成都公交高峰时

段车辆投放率由 2006年不足 75%，
提高到目前的 90%以上；千车公里
载客量由 2006 年的 3800 人次，提
高到现在的 5200人次；智能公交系
统的投入使用，减少了无效重复投

放，杜绝里程虚报，全年节约里程

2400万公里，节约费用达到了上亿
元。

智能公交营运调度系统的成

功，也让成都公交在智能化的道路

上有底气走得更远：2010年，成都公
交推出全新的服务网站，并推出全

国首家手机智能公交短信查询系

统———只需输入站点公布的 GPS编
号及线路代码组合，就可以清楚地

了解到下一班公交车目前距离你所

在站点的站数，还能提供在线换乘

信息、IC 卡余额查询等服务；新增
500座智能电子站牌安装完成，新站
牌增加了天气预报、停水停电、公交

改道、末班车是否收车、公交政策、

高速路是否封闭、城市道路拥挤状

况等信息，使之成为一个发布居民

生活信息的综合平台。

记者在成都市首个立体智能化

公交场站———北门川陕路旁的“动

物园公交站”看到，该场站通过在每

条公交车行车道旁和乘客候车区设

置电子语音广播系统，以及乘客智

能电子导乘系统，使乘客乘车更方

便，场内公交车辆调度更加有序。

“新的公共管理理论支持我们

走了一条创新的道路。”陈蛇向记者

表示，“这几年搞的智能信息系统的

建设，和乘客展开了互动就是明证。

经过这么多年的建设，成都公交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国有资产在实现

城市功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财

政可负担的情况下，带来了较大的

社会福利，坐公交的人比原来更多

了。”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成都公交

已经大大改变了这座城市以及身在

其中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从仅有的

几条线路，到 269 条线路覆盖所有
城区，形成三个圈层的城乡公共交

通客运市场一体化网络体系；从普

通公交车到清一色大容量高档公交

车；从阶梯票价到高档空调车票价

刷卡只要 1元，2小时以内可以免费
换乘 3次，每次充值最低额度 1 元。
甚至成都市民从未想到的：下了公

交车，在站内就有餐馆可吃饭、有商

场可逛、有 KTV 可娱乐，也随着成都
首个现代化公交场站综合体项

目———“德源公交场站综合体”的开

建而变成了可能。

香港《文汇报》曾在报道中写

道———“成都城市公交改革的示范

根本意义不仅在于为这个城市增加

了多少的公交线路，也不仅在于淘

汰了多少陈旧的公交工具，它体现

于在形成一个贯通城乡的网络体系

后，不断提升对于民众的服务力，不

断对这种服务力予以创新。”这一评

价，总结了成都公交作为一个公共

产品提供者的应尽之责，也点明了

其之后将奋进不怠的方向。

截至 2012 年 12月末，成都市
公共交通集团公司营运收入 15.6亿
元，同比增长 9.84豫；日均载客量
447 万人次，公交出行分担率达到
26.46豫，超过目标任务 0.36个百分
点；全年营运里程 3.33亿公里，同比
增加 13.8豫；客运总量 14.98 亿人
次，同比增长 12.12豫。

成都公交用实践证明：在“公共

服务提供者”的核心价值理念下，以

市场化、高效率、高效益配置资源为

评价标准，公交企业可以实现连绵

不断的自我“造血”能量，不断提升

强大的社会服务能力，也才能在更

大范围、更宽领域、更多层次服务大

众，构建宜人城市的传输系统———

这是国有企业所迸发出的“正能

量”，也是中国民众所期望看到的、

国资天性中的惠民光芒。

成都公交集团：迸发当代国企“正能量”

体制改革绝非是一

改而就，我们要避免走

两个极端。一是改革后

出现公共服务跟不上、

市场失灵；二是不改革

增加财政负担。像成都

公交这种提供准公共产

品的国有企业，可以推

广应用新公共管理理

论，在公共服务领域里

让国资高效地发挥作

用。

———成都公交公司

董事长陈蛇

董事长陈蛇在成都人民广播电台与市民交流。

配合尾号限行推出免费公交，5个月惠民近亿元

成都公交智能调度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