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区政协十届五次会议提案第 20200061 号
的答复意见

民革三水区支部,民盟三水区总支,王祥乾,郑炳飞,李静,吴绍威,

刘小侠,谢晓东 (共 8 名)：

佛山市三水区政协十届五次会议提案《关于对三水公共交通

系统优化提升，提高服务品质的建议》（第 20200061 号）收悉，

经综合区城管执法局，区发展改革局，市公安局三水分局，市自

然资源局三水分局，区住房城乡建设水利局，区各镇街意见，经

认真研究您们提出的问题及建议，答复意见如下：

一、三水区公共交通现状

三水区合计共有公交车辆运力指标 623 辆，公交运营企业 7

家（含城巴），运营有 TC 管理和自营模式。

(一)TC 管理模式：从 2016 年 4 月起我区实施 TC 公交模式

管理，TC 模式下共有 2 家公交运营公司（佛山市三水区粤运交

通有限公司和佛山市三水区国鸿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有公交运

营车辆 478 辆，占全区公交运力 76.7%，截至 2020 年，TC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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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下有公交线路 89 条（其中中心城区线路 30 条、镇街线路

32 条、镇巴线路 27 条）。

(二)企业自营模式：我区除 TC 公司管理的公交线路外，还

有跨区城巴线路 6 条、车辆 83 辆，跨市城巴线路 2 条、车辆 14

辆以及旅游公交线路 5 条、车辆 48 辆，由三水区运发有限公司

客运公司、佛山市三水区顺景运输公司等 5 家企业运营。

(三)线路覆盖情况：随着三水区城市发展以及公共交通发展

逐步完善，三水区公交线网覆盖率不断提高，从线路设置、运力

分配、营运时长、发班间隔等方面不断优化提升，目前 500 米站

点公交线路覆盖率为 88.21%，300 米站点公交线路覆盖率为

69.71%，最大限度地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

二、完善公共交通设施，不断提升公交服务水平

(一)做好重要交通节点的公交接驳和衔接

目前途经三水南站共有公交线路 5 条，车辆运力 25 辆，日

发班次 233 班，发班间隔为 20 分钟至 60 分钟一班；途经三水北

站共有公交线路 2 条，车辆运力 23 辆，日发班次 175 班，发班

间隔为 15 分钟至 30 分钟一班。途经公交线路发班间隔都是根据

站内列车到站时间设置，尽量满足市民出行需求，今后将会继续

密切留意各轨道站场的列车发班情况以及市民出行实际需求，及

时优化调整相应的公交线路和班次。

(二)合理设置公交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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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区大部分公交站点按照住建部《城市道路公共交通

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CJJ/T15-2011）“中途站的站距宜为

500m-800m”的标准设置，也有部分站点（中心城区）因客源需

求量大，为满足市民乘车需求而增加设置，如文锋中路站、西南

市场站，途经两站的线路共 9 条，文锋中路站片区属于居住区，

日均上车客流 1582 人次，西南市场站片区属于商业区，日均上

车客流 4795 人次，两站之间间隔约 205 米，市民乘车需求较大，

且因文锋路道路狭窄，公交站均为占道设置，停车、候车位置小，

目前文锋中路站和西南市场站分隔设置，一定程度上能起到分流

市民乘车的作用，避免候车乘客过度拥挤。所以虽前后站点间距

较近，目前仍继续保留。我局会及时收集市民出行需求及建议，

综合分析站点的客源情况以及道路通行情况，进一步优化调整公

交站点设置。

(三)合理制定公交线路运营发班计划

根据公交线路运营实际，各公交线路严格设定了高峰期、平

峰期的发班间隔，高峰期发班间隔对比平峰期发班间隔密，满足

不同市民不同时段的出行需求，同时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

整。因高峰期市民出行相对集中，各线路受车辆运力、道路通行

条件的限制，高峰期间各公交线路客源对比平峰期的客源会高。

我局将会督促企业继续做好高峰期、平峰期车辆发班监督管理工

作，加大高峰期发班密度，提高车辆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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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及时更新各公交站点名称

随着城市发展，我区部分公交站点的名称出现与实际不相符

的情况，根据市民反映情况我局组织 TC 公司对区内公交站点进

行全面核查，已对站点名称与实际不符的及时更正，目前已对排

查出的 10 个公交站点名称进行修改，如“柏安大酒店”变更为

“日美酒店”、“国土局”变更为“自然资源局”、“花园酒店”变

更为“冠军城北门”、“富丽华酒店”变更为“三水区总工会”等，

并同步更新线路沿途的公交站点信息及车内导乘图信息，为市民

提供明确乘车指引，提升公交服务水平。

(五)进一步发挥跨镇快线的作用

目前我区跨镇公交线路除了常规镇街公交线外，还设置有跨

镇公交快线 5 条，由西南中心城区覆盖至其他镇街，分别为由中

心城区至乐平镇、芦苞镇、大塘镇、南山镇、白坭镇的大站快线，

发班间隔为 20-35 分钟一班，公交快线经停站点少，运行时间相

对较短，能有效满足市民需要较快往来中心城区与镇街之间的出

行需求。同时也保留了常规线路，满足沿途各站点之间群众的短

途出行需要。

我局将根据客源实际出行情况及交通路网发展变化，继续优

化调整各镇街的公交线路，快慢公交线路结合，充分发挥公交快

线的作用，提高车辆营运效率。

(六)结合实际情况优化调整各工业园区公交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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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局正与各镇街和各相关职能部门沟通协调公交线路

优化方面的工作，以解决各工业园区群众出行需求。一是深入调

研园区厂企员工出行需求，优化调整途经工业园区公交线路，尽

量满足厂企员工上下班乘坐公交车的需求；二是结合工业园区内

道路通行情况，优化信号灯配时，排查运营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

患，建议各镇街结合园区实际需求增设公交站场，并改善道路通

行条件，加大对违停车辆查处力度，提高道路通行能力；三是了

解企业员工的实际出行情况，倡导企业通过开通定制公交（辅助

公交）的形式，解决厂企员工不同时间段上下班出行问题。

(七)结合城市发展情况组织规划设置公交线路

结合三水 TC 管理模式的推进与工作需求，我局计划结合三

水区城市发展实际、路网发展、新汽车客运站搬迁和投入使用、

以及各公交线路运营实际情况等各方面因素，综合分析目前公交

线路运营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开展三水区公交线路规划调研和调

整相关工作，提升三水区公交线路运营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在

满足区内公交运营服务需求的同时把公交服务对外延伸，结合三

水区毗邻市区的实际情况，探索开通三水至花都、三水至南海等

公交线路，进一步提升公交线网覆盖率，切实为市民提供优质、

高效、舒适的乘车体验，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三、加快建设新能源公交车配套设施，提供舒适乘车环境

(一)继续跟进新能源公交车配套设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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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8 年起，三水区深入推广应用新能源公交车，包括纯

电动公交车和氢燃料电池公交车，同时也加快推进建设新能源公

交车配套设施，包括公交充电桩以及加氢站。

1.2015-2019 年，我区共建成公交充电站 11 座，建成公交

充电桩 142 条，2020 年 1-9 月，我区共建成公交充电站 13 座，

建成公交充电桩 42 条，大多集中在西南街道的客运站场内，另

由三水区供电局在 14 个公交首末站内建设的充电桩到年末基本

完成，可以满足纯电动公交车辆日常运营充电需要，2018 年起

更新的 347 辆纯电动公交车已全部上线运营。

2.建设加氢站 2 座，其中广海西加氢站，日加氢能力为

1000kg，处于临时经营状态；佛山市三水区国杰物资有限公司锦

江路加氢站，日加氢能力为 600kg，现已完成联合验收工作。因

上游厂家生产氢气不足，造成我区的 90 辆氢能源公交车只有 31

辆能上线运营，有 59 辆暂时只能停场。我局将继续与负责充电

站、加氢站建设的责任部门加强沟通，加快新能源公交车投入正

常使用。

(二)提升公交站场、站点建设

一是结合我区公交站点提升工作计划，配合各镇街落实两年

内将 264 个公交站点提升改造为公交站亭的工作，改造后公交站

亭有遮雨棚、座椅，站亭外观也具有三水特色的锅耳屋等元素，

为市民提供舒适乘车环境，其中 2019 年度已完成 110 个农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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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站点提升改建，2020 年底前继续完成 154 个公交站点提升改

建；二是继续加强与区相关职能部门和各镇街沟通，解决公交站

场用地紧缺问题，逐步改变目前我区专用公交站场较少，临时占

道站场多的现状，其中包括三水北站公交首末站建设，加强与所

属镇街与“双子星”建设商沟通，进行建成并移交三水北站公交

首末站供车辆停场发班使用，不断改善公交站场环境，增设驾驶

员休息室、厕所等，提高我区公共交通服务水平；三是提升公交

站亭智能化管理水平，结合公交站点使用实际情况，从安全、便

捷、职能、信息化等方面建设或提升改造公交站点，基于公交站

台用地安全考虑，目前已在广海大道、健力宝北路、张边路、西

青大道、南丰大道等主干道路沿线站点建设太阳能站亭，接下来

继续并研究探索建设“互联网+站牌”，为市民候车提供实时车辆

到站信息。

四、白云机场到三水候机楼回程车交通问题

之前市民反映在机场无法乘坐空港快线回三水问题，对市民

出行造成极大的不便。我局接到市民反映的情况后，经与三水候

机楼、空港快线等运营企业协调，期间也多次通过佛山市交通运

输局与广州市交通局沟通，努力解决市民从机场回程三水的出行

问题。今年 6 月起，由高明-机场的空港快线客车途径三水时经

停三水候机楼（5 月底已搬迁至三水区长途汽车站内），接载三

水的旅客，每天在三水与机场两边各发 9 个班次，解决市民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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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至机场的出行需求。

五、落实公交优先发展的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树立公交优先意识，加强公共交通发展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为市民提供安全、方便、舒适、快捷、

经济的出行方式，不仅是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提

升城市人居环境重要措施。应该发挥公共交通设施作为重要城市

基础设施的作用，每年投入专项资金用于推动公交发展，充分发

挥其运量大、价格低廉的优势，引导群众选择公共交通作为主要

出行方式，从根本上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问题。

(二)加强法规体系建设，确保公交优先有法可依

一是要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保证公交用地及设施使用

的长期性、稳定性。二是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监督管理，对

于不按规定配套建设公交场站的重大建设项目一律不予验收。三

是在城市主要道路上逐步建设公交专用道，完善标识系统，确保

公交车优先通行。四是行业主管部门要依法加强对城市公共交通

市场的监管，规范各类市场主体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坚决查处

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保障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和乘客

的切身利益。

(三)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优化公交线路设置

应按照“统一规划、统一管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原

则，进一步加大城市公交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一是加强公交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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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建设，新建的居住小区、开发区、大型公共活动场所等大型工

程建设项目，应将公交场站作为项目的配套设施，同步设计、同

步建设、同步竣工、同步交付使用。二是加强港湾式停靠站建设，

城市新建交通主干道及改造道路应建设港湾式停靠站，同时在道

路条件相对薄弱的地段配套完善站台、候车亭等设施。三是加强

换乘枢纽的建设，以缩短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换乘距离和时间，

方便广大市民的换乘需求。四是加强公交路网优化，对一些群众

反应比较强烈、设置不尽合理的线路，进行科学的调整和规划，

进一步优化公交资源。

(四)加强政策扶持，构建补贴补偿机制

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相关政策，

以稳解公交行业的经营压力，保证其可持续发展。一是考虑因新

冠疫情等因素造成的政策性亏损，酌情给予补贴。二是对公交企

业承担的社会福利，如特殊人群的票价减免和完成政府指令性任

务所增加的支出，财政上应给予专项经济补偿。三是对公交场站

建设，在划拨用地的基础上，由市提供相应资金，确保场站设施

建设及时到位。四是进一步完善税收优惠，费用减免等扶持政策。

(五)加强行业自身建设，提升公交竞争能力

一是要努力创新服务理念，切实提高公共交通的运行效率和

服务水平；二是要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公交出行查询、运营调度、

场站管理等系统的智能化水平；三是要加强公交营运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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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市民提供更加安全、快捷、舒适、准点的乘车环境，让公共交

通真正成为广大市民出行的首选，达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

“双赢”。

佛山市三水区交通运输局

2020 年 10 月 29 日

抄送：区委政研室政研二股，西南街道办事处、云东海街道办事

处、白坭镇政府、大塘镇政府、乐平镇政府、芦苞镇政府、

南山镇政府,区城管执法局、区发展改革局、市公安局三

水分局、市自然资源局三水分局,区住房城乡建设水利局。

承办单位分管领导：李志刚，承办人：董建新，联系电话：8791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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