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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农村客运和物流发展滞后，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制约着农民致富奔小康的步伐和城乡统筹发展。2013年，湖北省实现

了村村通公路；2014年年底，湖北省委、省政府又启动“村村通客车”工程，提出要在全省所有的行政村实现村村通客车。

“村村通客车”工程建设有何新进展，山区的农民朋友出行更便捷了吗？近日，《经济日报》记者走访了湖北襄州、老河口、当

阳、枝江等地——

“6 天前村里刚开通了客车，我们再也不
用搭摩托车接送孩子了！”4 月 15 日，在远安
县洋坪镇蔡家沟村委会，四五个村民正在这
里等候客车，春日的阳光映照着他们的笑脸。

一组村民段玉梅告诉记者，她 9岁的孙子
在 15公里外的双鹿小学上学，没通客车前，靠
租摩托车接送，往返一趟要花近百元。去年，
孩子搭摩托车摔了一跤，到医院缝了 18针。无
奈之下，全家只得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现
在坐客车接送孩子，往返一趟只需 7 块钱，不
仅省钱，安全也有了保障。”

蔡家沟村位于鄂西南，山大人稀，三国时
期，关羽大意失荆州后，取临沮小道入蜀，因
山高路险在此地被吕蒙所擒。今年，县里启动
了“村村通客车”工程，政府投资 150 万元进
行了道路改造，路通了、车也通了，昔日险道
变坦途。

段玉梅是山里的养殖大户，养了 120 头
黑山羊和 10 头牛。她说，村里之前也在发展
种植和养殖业，但是交通不方便，以往山货卖
不出去。“现在通车了，我要扩大养殖规模，要
养鸡还要种香菇。”

记者下山时已是傍晚，夕阳西下，晚霞笼

罩着的山村如诗如画，一批摄影爱好者也来到
了蔡家沟，不停拍照，不忍离去。“村村通客车”
不仅连通了山民与外面的世界，也让外面的客
人走进了村落，捕捉到了山村别样的风情。

在当阳市淯溪镇漳河库区的廖家垭村，
多年冷清的月潭河渡口也逐渐热闹起来。4 月
16 日上午 9 点半，渡口边一辆通村客车正在
等客。渡口的另一边，廖家垭村七八位女村民
正等待渡船过河。

“以前出去一趟要几十元钱，现在不到 10
块，还坐的是客车。”在廖家垭生活了几十年
的吴昌英，带着儿媳过河去产检。她说，通客
车以后方便多了，以前到镇上，要先找个摩托
车送到渡口，花 20 元，再坐渡船过河搭车，又
要 15元，这一趟就是 35元。

隔山容易隔水难。当阳市淯溪镇是山区，
吴昌英所在廖家垭村是个被漳河水库包围的
半岛，如果不过河搭车，走陆路到市区或者镇
上，要绕上 30多公里路。

“村村通客车”工程启动后，地理条件特
殊的廖家垭村如何通客车，被摆上当阳市党
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经过调研，当阳市确
立了“水陆接驳”的通车模式，并确定“要长期

通”的目标。
“为了保证开通，解决主路出行难问

题，我们向省里争取了 1300 多万元资金。”
当阳市交通局局长杨兴中介绍，目前从当阳
县城到渡口所在的陈院村的 26公里路面正在
改造升级，同时，为了保证客车的安全开
行，交通局还争取了 100 多万元专款改造渡
口驳船。到 10 月，从廖家垭开往城区的客
车，可以直接通过驳船过渡，村民将不再需
要换乘。

与当阳市廖家垭村村民一样，襄阳市襄
州区加岗村的村民李秀莲也感受到了村村通
客车给村民生活带来的便利。她说，到村里的
客车一天有三四班，以后出去赶集、去看读书
的孩子，她都会选择乘坐村村通客车。

记者了解到，从 4 月开始，湖北省多个
地市，陆续完成部分偏远村组道路的安全改
造，舒适客车正在逐步代替摩的、黑的。如
今，“统一着装”的农村客车，行驶在宽阔
平坦的水泥路，停靠在醒目亮丽的候车亭，
搭载着携带大包小包的乡亲们，在县城、乡
镇和村庄之间往来穿梭⋯⋯成为了一道道蜿
蜒在美丽乡村的流动风景线。

山 村 库 区 不 再 闭 塞

四月的荆楚，到处都是盎然生机。从
江汉平原到鄂西山区，正打响着村村通
客车的攻坚之战，即便是在最偏远的村
庄，一条条通村公路正在改颜换貌：狭窄
的路面正在拓宽，每隔几百米都会有新
修的错车台，急弯或被拉直或立起了凸
面镜，而沿路种植的香樟或樱花等树木，
既保护了路权又美化着乡村。

村村通客车带来的人流、物流、信息
流和资金流，正成为各地因地制宜，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的新契机，村村
通客车，通的是美丽路、产业路和致富路。

3 月下旬，“缤纷四季乡约夷陵”乡
村游在宜昌市夷陵区分乡镇南垭村拉开
序幕。一畦畦盛开的油菜花间，前来赏
花、踏青、写生的游客络绎不绝。往昔平
静的村庄，一夕间人气爆棚。

从零零星星的农家乐，到连线成片
的乡村游线路，依托的正是农村公路和

客运网络。夷陵区委书记刘洪福介绍说，以此
为开端，夷陵将在全域范围内推出 6 条精品
休闲旅游线路，23 个子活动贯穿全年。围绕
这一计划，农业生产、城乡设施、生态环境等
都要进行系统谋划。

如今，夷陵区行政村已实现 100%通客
车，公路沿线，全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点已
经发展到 700 多家，从业人数 2.8 万人，带动
农民人均增收 5000多元。

“现在道路拓宽，大货车进来更方便了，也
没有压价的了，大蒜价格也从 1 元涨到了 1.6
元。”说起“村村通客车工程”带来的好处，当阳
市两河镇大蒜种植大户宋贵梅乐得合不拢嘴。

两河镇党委书记欧阳澍介绍说，两河镇
是湖北大蒜主产地，拥有中国驰名商标“长坂
坡”品牌，但此前由于农村公路路面只有 3.5
米，大货车进不来，收购价一直很低。又由于
班车线路没有全覆盖，边远村的一些大户和
合作社，不能参加产销业者协会活动，收购方

利用信息不对等而压价。“最高价和最低价
在一个镇内差价达到了三分之一。”

村村通客车工程启动后，通村公路被
迅速扩宽到 5 米，大户们和合作社也利用
客运班车的便捷经常聚会，大家统一发展
思路，统一生产标准，统一价格，全镇大蒜
产业蓬勃发展，突破了亿元大关。

村村通客车，同样让快递进村不犯愁。
“要是不利用班车运输，我这个网点很难经
营下去”。宜昌市夷陵区乐天溪镇邓村坪中
通快递负责人王琴介绍说，她每天在坝区
分部取件，然后利用江平至晓溪塔的客车
将快件运送至邓村坪，再利用返程客车将
每天的收件发出去，一天一趟的频率，虽然
比不上城里的快递时效强，但对于大山里
的老百姓来说，已实属不易。

“他们在这里设了个快递网点，我们就
能和城里人一样在网上买东西了！”邓村坪
村村民吴秀枝告诉记者，网上实惠的价格

为她节省了不少开支。“过去，卖家会直接
告诉我，你们那里无法送货，除非把东西快
递到夷陵区，你自己取货。”吴大姐摊开双
手说：“自己去取，加上路费比我在镇里买
还贵哩！”

吴大姐觉得自取得不偿失，把快件送
百公里外的邓村，快递公司也不情愿。“偏
远乡镇快件量少，决定了开辟快递专线不
现实。”王琴说，“运输成本是派件收入的几
倍，甚至十几倍；收件数量又有限，谁赔得
起？哪个愿意做赔本买卖？”

现如今，市邮政管理局以利用运输班
线资源为突破口，不仅让企业下乡进村的
首要难题得到了解决，而且也带动了当地
土特产“走出去”。邓村是湖北闻名遐迩的
茶乡，“邓村绿茶”已然成为了当地重要品
牌，很多茶农在看到快递进驻之后，开起了
网店，销售方式的多元化让农民的收入也
在逐渐增多。

村 村 通 带 来 村 村 变

开 得 通 还 要 留 得 住

健全配套机制方能持久
——访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尤习贵

本报记者 魏劲松 通讯员 石 斌

“车是通了，但能不能长久，我们还是
有些担心。”虽然客车通到了村头，村民们
都是喜笑颜开，但不少村民内心也在敲鼓。

“村子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剩下
的多是老人和儿童，客车坐一趟 2 块钱，一
天也拉不了几个人，跑一趟还不够油钱。”
不仅村民担心，运输企业也心里犯嘀咕。

在老河口市，承担该市通村客车运营
的顺通运业公司总经理田维国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一辆车司机的工资、乘客安全险和
油钱一月的成本为 9000 元左右，而每车
平均月收入为 3000 元左右，一辆车一个
月就亏损近 6000 元。“即便算上国家的燃
油补贴，公司也采取了长短线搭配的方法
安排运力，测算下来运营仍是亏损。”

怎么办？公用事业的亏损，不能转嫁
到企业头上。在推进村村通客车的过程
中，湖北省各地市政府最先考虑的就是这
个问题，也展开了各种途径探索，确保客车
开得通，还要留得住。

湖北省交通厅厅长尤习贵介绍，去年
10 月，省委、省政府提出今年底全省实现
村村通客车目标后，省政府下发了《关于推
进农村客运发展的若干意见》，各地党委政
府也将村村通客车工作列入今年的“1 号
工程”来抓，全面安排部署，迅速行动，全省
上下形成了以各级政府为责任主体，交通

部门主动作为，各部门协调联动，社会群众
广泛参与的良好氛围。省交通运输厅选择
了不同地理条件、不同经济状况、不同交通
基础的 7 个县市进行试点，形成了一套可
复制的村村通客车经验。

“村村通客车成败的关键是资金和建
立运管长效机制。”尤习贵说，全省采取
政府主导、群众参与、社会共建、积极整
合有关涉农项目资金的方式，广泛吸纳民
营资本和社会投入的办法，共同推进村村
通客车工程。今年，共筹措引导资金 27.5
亿元用于村村通客车工程。省级财政筹措
3 亿元，省直有关部门从正在实施的涉农
项目资金中整合筹措 24.5 亿元，其中省
交通运输厅筹措 10 亿元，省农业、国
土、水利、住建、环保、林业、人社等省
直部门共计筹措 14.5 亿元。省直每个工
作组筹资 10万元以上。

尤习贵进一步分析，湖北村村通客车
工作一直随着村村通公路工程同步推进，
2013 年实现村村通公路，全省大多数行政
村也实现了村村通客车，此次只是少部分

边远山区和库区扩宽道路，开通客运班车，
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目前，各地已陆续出台方案落实资金
保障，确保农村客运“开得通、留得住、有效
益、管长远”。宜昌市市委副书记王兴於告
诉记者，为破解资金难题，宜昌确立了“政
府主导、部门发力，社会共建、农民参与”的
筹资思路，通过“向上争取一点、财政安排
一点、项目捆绑一点、工作组帮扶一点、社
会捐赠一点、农民自筹一点、吸引投资一
点”等“十个一点”，共筹措落实资金 4.8 亿
元投入到此项工作。

企业都是市场主体，亏本的事情不可
能长期坚持下去。记者调查发现，通过财
政补贴、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弥补企业
亏损，这已经是湖北省各级政府的共识。
在襄州区、老河口市、远安、当阳等地，
政府负责人都表示，补贴方案都已经提上
议事日程。

老河口市交通局局长王山宏介绍，老
河口引入 PPP 模式，政府和企业签订合
同，政府建立农村客运发展专项资金，对企

业油料费、人员工资、折旧、各种保险、维修
等正常亏损进行补贴，在每年年初、年中分
别给企业预拨 40 万元，以维护企业正常运
转；年底按照政府制订的农村客运营运服
务考核标准对企业进行考核，确定回报率，
最终达到政府和民间资本共同购买社会公
共服务。“我们的原则是政府补贴先让企业
吃上定心丸，而企业通过提高服务，吸引客
源挣利润。”王山宏强调说。

“同时，要培育好市场，让客车成为
老百姓出行的首选。”在襄阳、宜昌多个
县市，当地政府、交通部门负责人表示，
希望能够通过做大市场来减少企业的运营
亏损。记者在枝江、远安等地也看到，通
过出让候车站点广告牌经营权，多地回收
了候车站点建设资金。

此外，老河口、远安等地，都在引导客
运企业优化资源配置，采取长线配合短线、
热线配合冷线的搭配方式，提升运营企业
的积极性。而客运企业也因地制宜，对不
适合开行定期班线的村落，采取预约、电话
叫车等方式，减少企业的运营成本。

近年来，农村常住人口越来越少，一些偏远乡村

成了“空壳村”、“老人村”。村民外出、返乡次数减

少，客流萎缩，这让很多农村客运线路游走在盈亏

边缘。村村通客车在便利群众出行的同时，往往面

临着是否留得住的问题。

“广大农村点多、面广、客源分散的特点，决定了

发展农村客运不能搞‘一刀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在经营模式上也不能拘泥于客运班车、公交车等形

式。”这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的共识。对于客车需求

量不是很大的地区，记者注意到，不少地方都是从两

方面来解决：首先发车班次上不追求公交化频次；其

次，政府发布固定的班次信息，用市场手段将客源慢

慢固定下来，采取班车、包车、约租车、赶集车等多种

因地制宜的不同客运方式。

运营业主最大的担忧是对政府支持政策明确性

不够的担忧，以及对包括治理“黑车”在内的经营环境

保障等方面的担忧。对此，相关部门应建立统一的市

场，不要把市场分割得太细，要铲除地方保护主义；其

次，要保持政策的透明度和可持续性；再次，要严把准

入关，真正让有资质的企业进入市场。

村村通客车并非一项简单的惠民工程，它既是
农村人流、物流便捷化的需求，更是带动农村社会经
济全面发展的重要抓手。

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尤习贵认为，实现通车，
首先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对于客流量稳定、客流
规律明显的农村客运线路，实行班车经营；对于客流
量大、出行需求旺盛、道路条件设施完备、运行距离
适中的农村客运班线，倡导公交化经营；对于区域经
济发达、群众出行密度高的农村地区，推行镇内、镇村
公交；对于地广人稀、客流量小，但存在区域性和个性
化出行需求的农村地区，鼓励区域经营；对于旅游景
点、矿区等客源较单一的地区，则实行专线经营。

完善基础设施仍是湖北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尤习贵说，道路扩宽、加固、裁弯降坡、修建错车台等
工作还要持续推进；继续实施安保工程，在危险路段
和事故多发地段，要设置警示桩和防护带；加快乡镇
五级站、行政村候车亭、招呼站的建设和提档升级。

开通容易留住难。尤习贵表示，在市场条件下，
要实现“开得通、留得住、有效益、管长远”的目标，重
在建立健全村村通客车的配套机制。

一方面，要建立健全通村客运市场化经营机
制。坚持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的原则，在稳定原有
城镇客班线基础上，推动城镇客班线与通村客班线
无缝对接，采取长线配合短线、热线配合冷线的搭配
方式，提升运营企业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通村客运长效运行机
制。建立农村客运车辆保险补贴制度、通村客运车
辆检测费补贴制度、乡镇偏远冷线营运补贴制度、乡
镇农村客运公司经营补贴制度，用制度准绳为通村
客车健康发展提供保障。同时，探索按实际出班勤、
规范运营、安全运营等情况进行严格考核，精准落实
油料补贴、保险补贴、运营补贴等政策。

借力市场 因地制宜
魏劲松

右图 湖北老河口市乡

村公交行驶在风景如画的村

村通公路上。 刘 兵摄

下图 湖北老河口市黄

楝树村农民童改明（左）和艾

家沟村的王明红（右）并不相

识，乡村公交让两人很快热

聊起来。 赵兴沛摄

上图 村民在湖北襄阳市襄州区加岗村候车点候

车。通了客运班车后，村民出行更便捷。 高 斌摄
下图 湖北老河口市仙油路赵湾村路段，工人

正在道路两侧安装防撞钢护栏。 赵兴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