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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前不久，河北省石家庄市获得“国家公
交都市建设示范城市”称号。记者了解到，
自2013年以来，石家庄市根据公共交通项
目立项建设情况，逐年安排保障资金，共投
入资金约331亿元，在轨道交通、城市路网
和公交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增加投入，加大
了对公共交通的支持力度。

“自创建‘公交都市’以来，我们以优
先发展公共交通引领城市发展，提升城市品
质，治理交通拥堵，让公共交通发展体制机
制更趋完善，层次清晰、模式丰富、换乘便
捷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逐步形成。”石家庄
市市长邓沛然说，目前石家庄市公交服务能
力和市民满意度不断提高，更好地满足了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交通出行需求。

立体规划构建综合体系

1路车，来往于石家庄市中心区域的东
西主干道中山路，多少年来都是这座城市中
最繁忙的线路。但近年来，疲累已久的1路
车，渐渐轻松了起来。出现这一变化的原
因，是石家庄市开通了地铁1号线。

在地铁开通后，石家庄市继续推进公
交线网优化调整。先后开辟了90路、观
光1路、观光2路、99路、82路5条接驳
线路，实现了两环八纵111条公交线路与
地铁紧密接驳，极大地方便了市民换乘
地铁。

“2019年，我们又开通涵盖鹿泉区、藁
城区、栾城区、正定新区的公交线路 13
条，让市民乘车更便捷、舒心。”石家庄市
公交总公司运营部副部长王志辉介绍说，石

家庄市拓展了“交通一卡通”功能，完成了
公交IC卡收费系统与轨道交通收费系统的
成功对接，实现了“公交、地铁等交通领域
通用功能”，一卡通使用率达80.27%。

据了解，近6年来，石家庄共新增65条
公交线路，优化调整209条公交线路，形成

“公交快线、干线、普线、支线”四级网络
和品质化、多样化、全民化的旅游及商务等

“特色公交”。
目前，石家庄市基本形成“以轨道交通

为骨干、地面公交为主体、慢行交通为延
伸”的多模式公共交通出行体系，公共交通
机动化出行分担率达到54.27%。据高德地
图等机构联合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主要
城市交通分析报告》，2018年石家庄市拥堵
程度大幅下降，拥堵降幅全国排名第二；公
交车辆运行速度较好，公交车与社会车辆速
度比超50%，位居全国第四。

自2017年开通地铁以来，石家庄轨道
交通网络已初步成形。随着3号线一期两边
段和2号线一期建设加快，2020年石家庄
市轨道交通线网将达到80.4公里。

“公交优先”打造快速通道

“上班坐公交比自己开车快。”在一家企
业工作的赵中方说，他家离单位10公里
左右，路上没有快速路，每个路口都要等两
个以上的红绿灯才能通过，如果开车最快也
要半小时才能到，“公交车可以走公交专用
通道，在路上的时间比开车短”。

据统计，截至2019年7月份，石家庄
市累计建设公交专用道133公里，建成了

“五横五纵五联”公交专用道网，覆盖了市
区所有地面双向6车道以上的道路，公交专
用车道设置比率为19.48%。目前，石家庄
市常规公交运营线路达到232条，其中主城
区130条，三区一县102条，线路长度达到
3919公里。

在优化线路的同时，石家庄加强道路通
行管理，确保公共交通优先通行，出台相应
管理办法，规定了石家庄市公交专用道通行
时段、通行规定以及违反公交专用车道通行
秩序的处罚措施等。2013年至2019年，全
市共查处34.9万起机动车违反规定使用专
用车道案例。

为方便群众出行，石家庄公共交通站
点500米覆盖率已达到100%，实现了主
城区500米上车、5分钟换乘。公共交通
正点率为 94.90%，早晚高峰时段公共交
通平均拥挤度 50.46%，城市公共交通乘
客满意度达到86.90%。自2019年 12月 1
日起，石家庄公交推行了65岁以上老年
人免费乘车服务措施，新增敬老卡16万
余张。目前，12个 IC卡办理网点仍在办
理相关业务。

科技升级引领“智慧公交”

“32 路 即 将 进 站 ”“19 路 即 将 进
站”……在石家庄市“二十二中”公交站
台，不时有电子语音传来，提醒候车的乘客
注意按需乘车。这是电子智能化站牌，乘客
可以从路线图上很清晰地知道各路公交车据
本站的距离、车辆数等信息。

记者了解到，这样的电子智能化站牌在

石家庄市有210个，实现了公交导乘、语音
报站、公交IC卡补登等功能，可提高车辆
到站的准确率，让乘公交不再“盲等”。同
时，USB充电口也能为乘客“应急”。

“我不常坐公交，没办公交卡，身上现
在也不怎么装钱。”石家庄市民高永峰说，
以前偶尔需要乘公交时，还得现找个小卖部
买水换零钱，“现在用手机一扫，可以通过
网络支付完成购票”。

2018年4月份，石家庄市实现了二维
码电子公交卡应用全覆盖，可通过支付宝、
微信多种方式支付，市区所有公交线路都支
持扫码乘车。目前，电子公交卡注册用户已
达400万，手机支付日均客流量34.5万人
次，占总客运量的37.4%，日票款收入达到
62.3万元，占总票款收入的51.8%。

通过构建“智慧公交”体系，石家庄市
推出了“石家庄智慧公交”APP，具备公交
线路车辆实时查询、换乘引导等功能。“我
上班乘556路比较快，可这趟车比较少，时
间赶不对的话，要等10多分钟。”家住石家
庄市南二环东沿线的杜玲说：“有了APP就
好了，在家先看看车到哪了，算好时间，到
站等两三分钟就能上车。”

石家庄市“公交都市”领导小组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继续加大轨道交通及公交场站
建设力度，建立更加高效互联的公共交通智
能网络，打造更加优质多元的公共交通服务
体系，营造更加绿色友好的公共交通出行环
境，加快构建现代化、高品质的立体公共交
通运行系统，让人民群众共享“公交都市”
建设成果，提高公共交通出行的获得感、满
足感和幸福感。

河北石家庄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公交都市”让出行更便捷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郝子朔

食品安全事关每个人的生存和生活幸福，深圳市福田
区推动“互联网+明厨亮灶”建设，传统农贸市场智慧化
升级改造等工程，让2000多家200平方米及以上餐厅、
食堂实现食品加工和后厨环境“网上直播”，并将260多
所学校、幼儿园纳入智慧监管体系，检测和巡查原辅料，
让“舌尖上的安全”看得见能感知，彰显食品安全的“福
田质量”。

“互联网+明厨亮灶”

“过去，大家进餐厅会看到‘厨房重地，闲人免进’，现在
是‘互联网+明厨亮灶’的阳光厨房，直接把厨房亮给消费
者看，让大家在放心就餐的同时参与食品安全监督，达到社
会共治。”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福田监管局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科科长薛燕萍告诉记者。

福田区将“互联网+明厨亮灶”系统应用在辖区200平
方米以上的餐厅，在后厨安装摄像头，实时将信号传输到智
能监管平台，并分发到“扫码看餐饮单位”前端，实现“一店
一码”“一码一档”，二维码贴在餐桌上、墙壁上，消费者通过
扫码就可以看到餐饮单位食品安全信息，让食品安全“可检
验、可评判、可感知”。

让消费者“看得透明、吃得放心”只是福田区围绕“智
慧监管”和“社会共治”理念，以“监管＋科技”筑牢食品
安全底线的一部分，通过打造“互联网+明厨亮灶”工程，
建设“一街一车一室”快检体系，福田区积极打造集“监
管部门+经营主体+消费者”三位一体的食品安全模式，
实现信息互通、监管互动，增强了餐饮服务单位的规范意
识和自律意识，让广大消费者参与监督，保护了各方的合
法权益。

福田区还在全区10个街道推行“一街一车一室”快检
体系建设，实现每个街道一台快检车、一个快检室，街道一
级食品安全检测网全面铺开，2019年共快检67816批次。
强化线上、线下食品安全监管，建立健全了“巡查、检测、执
法”三网立体监管体系。

智慧升级“菜篮子”

农贸市场是城市面貌的窗口和农产品流通的重要渠
道，事关千家万户的“菜篮子”。为了告别农贸市场缺斤短
两，提升整体环境，福田区启动农贸市场智慧化升级改造，
推动农贸市场“智能采集、综合分析、智慧决策、智慧服务”
一体化的动态精细化综合管理。目前，福田区已完成3家
市场改造，另有10多家正在改造升级。

作为福田区的标杆市场，改造后的华富北市场引入了
智慧计量、标准管控，通过实时化、可视化的数据，形成了交
易更公平、源头可溯化、工作更规范、管理现代化的新型智
慧管理商贸市场。

“市场里每家商户都配备了统一的电子秤，同时也作为
数据采集终端，统计商户售卖的商品价格、重量、日销售量
等数据，并与深圳市智能计量监管系统联网，让监管变得更
加及时便捷有效。”深圳市市场监管局福田分局市场科刘佳
说：“每个电子秤都有唯一编码，与商户信息挂钩，一旦被做
手脚或篡改了数据，这个电子秤就无法使用，监管系统也会
预警，从技术和源头上杜绝了作弊和缺斤少两。”

记者在现场看到，华富北市场入口有两个大型显示屏，
滚动展示着当日和累计的快检批次、合格率，以及抽检商
户，抽检商品等信息，公开透明。每家商户也配有专门的电
子屏幕，展示该商户的信息、信用等级、售卖菜品当日指导
价，旁边还有二维码，扫码可查询商户经营主体详细信息、
抽检记录、风险提示，还可以评价和投诉。

专售各类水果的商户赵敏告诉记者：“改造以后，现在
市场里更清爽干净、舒适、敞亮，专门配备了泡沫箱存放处，
有分类垃圾桶，顾客买东西更放心了。”

深圳福田区：

科技守护

“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记者 杨阳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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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后的华富北市场引入智慧计量、标准管控，通过实
时化、可视化数据，形成了交易更公平、源头可溯化、工作更
规范、管理现代化。图为华富北市场一角。 李小芳摄

图为一辆公交车驶出站台，地上黄线为公交专用道标识。 梁子栋摄

绿色出行分担率达到70%以上，新建
停车设施智慧化改造和联网率达到100%，
建设公交、轨道、慢行“三网”融合示范街
区……3 月 11 日，广东东莞市宣布出台
《关于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打造粤
港澳大湾区品质交通城市的实施意见》，聚
焦当前交通体系中的短板和痛点，提出连续
3年每年投入300亿元以上资金，开展品质
交通千日攻坚行动，力争到2022年底打造
内畅外联、立体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
系，支撑东莞进一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东莞市交通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在交通
强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
下，东莞市交通发展迎来了很好的历史机
遇，同时也面临小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公
共交通发展不足、道路拥堵加剧、土地资源
紧缺等严峻局面。为此，东莞提出开展品质
交通千日攻坚行动，推出38大项共119条
政策，推动交通体系实现从“以车为本”到

“以人为本”、从“项目建设”到“体系重
塑”转变。

近年来，东莞的公交分担率逐年下降，

班次密度不高导致市民出行不便，乘坐率不
高又使得运营企业无法提升密度，如何打破
这种胶着状态？东莞提出打造优质公交出行
链，一方面针对市民多样化出行需求，构建

“快、干、支、微”公交线网结构，探索开
通一批微巴、定制公交特色线路；另一方面
推进公交、轨道、慢行三网融合，倡导“出
行即服务”的公交理念，探索打造城市交通
绿色出行一体化服务平台，在中心城区试点
建设三网融合示范街区。通过3年攻坚，推
动城市交通从“小汽车友好”向“公共交通

友好”转型，实现绿色出行分担率达到
70%以上。

如何有效提升交通综合管理水平？东莞
提出了智慧化管理新理念。未来3年，东莞
每年将安排不少于800万元经费投入综合交
通体系前期研究；支持东莞市交投集团组建
智慧交通数据采集治理团队，构建全市综合
交通数据池；建设智慧交通运行中心，2022
年底前，完成市镇两级智慧交通指挥调度系
统建设，实现交通信号灯“一张网”协调控制，
道路交通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下降5%。

东莞作为“世界工厂”，要构建现代化
综合交通体系，需要通勤、客运、货运交通
同时高效运转。为此，东莞提出将支持各类
交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壮大。其中包括：
支持共享汽车、共享单车等“互联网+”运
输服务新业态发展；建立城市绿色货运配送
体系，积极引导物流园区、城市共同配送中
心及末端配送网点三级配送节点建设；规范
餐饮、生鲜、药品等即时直递管理；积极推
进松山湖高新区、凤岗镇无人驾驶试验段建
设，探索建立无人机、无人车智慧物流体
系等。

为保障品质交通千日攻坚行动所需资
金，东莞还将创新投融资体制，加强与政策
性银行、保险机构合作，完善“BOT+
EPC+股权合作”等新型投融资模式，对符
合条件的项目给予合理的政府资源和财政资
金支持。同时，支持通过特许经营、股权合
作、委托经营等多种方式，引导社会资本参
与千日攻坚行动重点项目投建运营。

广东东莞启动品质交通千日攻坚行动
力争绿色出行分担率达70%

本报记者 郑 杨

广东东莞推出38大项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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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一方面针对市民多

样化出行需求，构建“快、干、

支、微”公交线网结构；另一方

面推进公交、轨道、慢行三网

融合，探索打造城市交通绿色

出行一体化服务平台。
东莞市首个利用高速桥底空间建设的高品质停车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