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9日，重庆首条公交优先车道长江
一路（肖家湾—两路口段）正式投用一周并
开始启用电子警察执法。这条长度仅3.5公
里的优先车道，引起了不少城市“上班族”的
高度关注。

乘坐公交低碳环保、绿色出行，但有
多少有车的“上班族”愿意舍弃方向盘回
归公交车出行？公交优先还可以推进到
哪一步？

成本低廉，行驶畅快
为何还有很多人不选择乘

公交上下班

9月12日，这条公交优先车道正式投用
时，重庆日报记者搭乘公交车一路体验。一
周之后的9月19日，重庆日报记者又来到交
巡警总队交通监控指挥中心观察公交优先
车道运行。

映入记者眼帘的最大差别，就是“一快
一慢”：公交优先道运行秩序良好，始终在早
高峰期间保持了畅通，公交车匀速通过，完
全不受道路其它车道拥堵的限制；中间车道
和最左侧车道则是社会车辆混行的车道，车
辆拥堵行进缓慢。

看着公交车在公交优先道一路畅行，旁
边两条混合车道上开小汽车遭遇拥堵的市
民很难淡定。一位堵在路上的司机告诉记
者，羡慕公交优先道上的乘车市民，如果优
先车道能再长一点延伸到解放碑，他肯定就
不再开车了。

另一位接受采访的自驾车市民表示，公
交优先道若能更长、形成网络，覆盖了自己上
下班的路线，那肯定就不开车了。但现在，自
驾上下班虽然会遭遇堵车，但“点对点”，乘坐
舒适，出行体验感比公共交通好太多。

公共交通之困
高峰期糟糕的出行体验

谈起公交车服务质量，有车市民张璐告
诉记者，她已经很多年都没有乘坐公交车

了，曾经挤公交车的滋味她至今难忘，“后来
才被迫买了车”。

“宁愿坐在私家车上等，不愿意站在公
交车站等。”张璐表示，坐公交车上班就怕在
站上一直等，有时候堵车，车辆调度不过来，
上班迟到就不能避免，“自驾车辆虽然一样
会堵，但可以提前出行，大不了早起半小
时。”

轨道交通虽然不堵车，但高峰期的出行
体验也比较糟糕。交通规划学者钱卫力就
曾对主城轨道交通运行现状进行过分析，他
发现部分轨道线路核心区段已处于常态化
拥挤状态，比如1号线歇台子—两路口、2号
线谢家湾—大坪、3号线南坪—红旗河沟在
高峰时段常态化拥挤，高峰运能饱和，断面
日均客流超过15万人次、平均立席密度超
过每平方米5人，3号线高峰时平均立席密
度超过每平方米7人，拥挤状态突出，乘坐
舒适度非常低。

“公交是运行缓慢，轨道交通是排队挤

不上去。”需要经常乘坐公交车和轨道交通
出行的市民王东告诉记者，高峰期无论是乘
坐轨道交通还是公交车都很为难。

“重庆机动车保有量年均18%的增长，
这样下去道路建得再快也难以为继。公共
交通必须要有所作为。”参与公交优先车道
设计的专家、重庆市政研究院市城建研究中
心交通规划所所长戚静博士说，设计公交优
先车道的意义在于，提高公交车的通行效率
和服务质量，从而达到吸引更多上班族乘坐
公交车的目的。

“试水”成绩漂亮
公交优先车道将推广

公交优先车道正式投用一周，早高峰肖
家湾至两路口公交出行时间减少约60%，只
需要10分钟左右，该路段16条公交线路公
交客运量提高10%。刚一“试水”，就交出了
漂亮的成绩单。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公交优先车道比轨
道交通出行更有某些方面优势：公交站台位
于路面，方便市民上下车；线路多滚动发车，
几乎不用排队。

那么，公交优先车道能否在更大范围推
广？

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秩序支队相关负
责人表示，公交优先车道正处在“进行时”，
下一步将首先向两端延长道路，让公交优先
车道更大范围服务沿线出行市民。公交优
先车道延长后，会与其他车道交汇，还会根
据现有的RFID射频识别技术感知公交车运
行的位置，调整路口信号灯配时，在高峰期
将优先通行权给予公交优先车道上的车
辆。另外，还将在主城轨道交通尚未覆盖的
区域，如杨家坪至沙坪坝、沙坪坝至江北以
及公交集中出行量较大的区域开辟公交优
先车道，稳步提升公共交通的出行体验。届
时，将会有更多的市民摒弃私家车，而喜欢
上公交，主动乘坐公交。

公交优先，有车一族会回归公交车出行吗？
本报首席记者 张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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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夏元）9月19日，我市
2017年“公交出行宣传周”在涪陵区启动。
重庆日报记者在活动现场获悉，我市将在全
市范围内陆续推广使用一批充电快、噪音低
的新能源公交车，方便市民出行。

国家交通部、公安部等联合组织的
2017年“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主题是“优
选公交、绿色出行”。据介绍，目前我市公交
覆盖区域正在由城市中心区域逐渐向周边
扩展，全市共有公交线路626条，公交车辆

8637辆，公交线网密度达到4.53公里/平方
公里，其中主城公共交通日均客运量达到
677.4万人次。随着公交线路陆续增加，今
后主城公交车路号或将采用“数字＋字母”
来命名。

“充电便捷，能够更快循环发车的新能

源公交车，将是我市公交都市建设的重要补
充。”市运管局人士表示，目前在主城二环区
域如木洞、水土、龙兴等地，试点上马了多条
新能源公交线路。随着主城新能源汽车充电
站场不断完善，今后一批新能源公交车将陆
续取代压缩天然气公交车（CNG）投入运营。

在轨道交通方面，目前，主城轨道线路
通车里程达到213公里，共开通轨道站点
126座，运营列车196列。随着年内轨道5
号线、10号线陆续开通，运管部门将开通多
条公交线路，与这两条轨道线路沿途车站形
成接驳。

一批新能源公交车 陆续在主城投运

巡游出租汽车行业的驾驶员朋友
们：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转瞬之间，重庆巡游
出租汽车行业已经度过了三十余年的春秋年
华。三十余年的发展历史，让重庆巡游出租汽
车行业由小变大，从稚嫩逐步走向成熟；三十余
年的发展历史，让重庆巡游出租汽车行业由弱
变强，从无序逐步走向规范。回顾三十余年的
历史，巡游出租汽车行业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

我们由此感到骄傲和自豪。但是，在骄傲、自豪
的同时，我们也要心怀对乘客的愧疚、对行业前
辈们的愧疚、对行业发展历史的愧疚，因为我们
的整体服务质量与行业的地位还不匹配，离社
会公众对我们的期望还有差距，与“流动风景
线”、“城市文明窗口”的称号还不相称。基于此
情，我们行业应当反思，更应当知耻后勇、敢于
亮剑。为此，市运管局和行业协会向全行业驾
驶员朋友们发出以下文明服务倡议：

一是心怀感恩，友善待客。广大的乘客朋

友是我们行业生存和发展之本，是滋养我们行
业蓬勃发展的源头之水，是全行业可亲可敬的
人。我们与乘客之间有着鱼水之情、兄弟姐妹
之谊。离开了乘客、失去了乘客的信任，我们
的行业将成为无根之萍，行业的生命将迅速走
向终结。“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作为行业
中的每一分子，我们应当感恩乘客对我们的期
许、感恩乘客对我们的青睐、感恩乘客为我们
的坚守。全行业要秉承“乘客至上”的理念，把
每一位乘客当成我们的至亲好友，友善待客、

和气交往。
二是语言文明，友好交流。“良言一句三冬

暖，恶语半句六月寒”，优质服务的开始，来自
于文明语言的交流。作为行业中的每一分子，
我们应当清醒认识到我们是服务性行业的本
质，更应当知道语言文明对行业服务的重要
性，自觉摒弃语言陋习，向其他文明服务行业
学习。“言为心声、语为心境”，一句良言、一声
问候，体现的是对乘客的尊重，展现的是个人
的素质，树立的是家庭的榜样，深耕的是行业

的生存。
三是行为规范，举止得体。行为规范是巡

游出租汽车行业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础。在文
明语言开启优质服务的开端后，行为举止将贯
穿整个服务过程。规范的行为举止，犹如温馨
的春风，将拉近我们与乘客之间的距离；不规
范的行为举止，犹如凄冷的寒风，将形成我们
与乘客之间的屏障。在巡游出租汽车行业服
务中，任何不规范的行为都将伤害乘客的心，
降低乘客对我们的信任，增加行业走入困境的
危险。全行业的每一名的哥的姐都应当自觉
约束自己的行为，用心去服务乘客，用行为去
展现个人的素质。

四是车容整洁，乘坐舒适。每一辆巡游出
租汽车都是我们服务的载体，是我们赖以生存
的工具，更是我们一生中交往最亲密的伙伴和
战友。无论身处寒冬酷暑的煎熬，还是漫漫长
夜的孤寂，都有它默默无闻、不辞辛劳的陪
伴。是它，陪伴我们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欣赏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是它，陪伴我们在
日月交替中迎来送往每一位客人，实现家庭生
活美好的愿望。我们要爱惜伙伴的容颜，自觉
维护它的“脸面”，让它时刻保持整洁清新。这
不仅是对伙伴、战友的回报，更是对每一位乘
客的尊重。

五是安全便捷，尊重生命。人的生命只有
一次，需要每一个人真心呵护和尊重，无论是
对自己，还是对他人。作为巡游出租汽车行
业，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更应当尊重生命的每一
个瞬间，因为我们承载着自己家人的期盼，肩
负着乘客最珍贵的信任和其家庭的希望。当
我们驾车行驶时，要时刻谨记家人依恋不舍和
期盼安全归家的眼神，更要时刻谨记对乘客生
命的尊重。交通安全法规是对生命的保障，我
们每一名的哥的姐要时刻敬畏它、遵守它，安
全行车的每一秒都将给予我们美好生命持续
的回馈，都将换来家庭生活的和谐美满。

全行业的的哥的姐们，“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每一个微小的不文明之举，
汇集成流将是行业生存发展的灾难；文明服务
才是行业蓬勃发展、市场竞争的唯一出路。市
运管局和行业协会郑重倡议每一名驾驶员朋
友：坚决执行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行为准
则，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规，以感恩的心、文明
的言、得体的行回馈乘客对我们的坚守，以“没
有抢去的市场，只有自己做丢的市场”的信心
和勇气再战征程、迎接竞争！

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重庆市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

为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扮靓重

庆出租汽车这条“流动风景线”，更好地

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出行的需求，9月

18 日，重庆市巡游出租汽车行业服务

质量提升动员大会召开。我市出租汽

车行业协会、主城区企业将在市交委、

市运管局的领导下，在市交巡警总队的

支持下，积极开展提升行业服务质量，

展示行业服务形象的专项活动，并作出

郑重承诺。同时，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

局、重庆市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还

联合向全行业驾驶员朋友们发出文明

服务倡议。

致全市巡游出租汽车行业驾驶员
文明服务的倡议书

重庆市巡游出租汽车提升服务质量专项活动
提升服务质量展示良好形象

为贯彻落实《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
发展的实施意见》精神，进一步强化巡游
出租汽车驾驶员的服务意识，提升巡游
出租汽车行业的服务质量，更好地满足
人民群众个性化出行的需求，出租汽车
行业协会、主城区企业将在市交委、市运
管局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提升行业服务
质量，展示行业服务形象的专项活动，并

作出以下郑重承诺：
“你受损，我赔付”。在 2017 年 9月

19 日至 11 月 18 日期间，乘客乘坐主城
区巡游出租汽车时，若遇到驾驶员绕
道、不使用计价器、强打组合等导致市
民多支付费用的，经调查属实后，行业
协会或企业将在三日内根据市民支付
的费用，全额进行赔偿。

“你举报，我奖励”。在2017年9月19

日至11月18日期间，乘客选乘主城区巡游
出租汽车时，若遇到驾驶员拒载、中途甩
客、说脏话等不文明服务行为的，经调查属
实后，行业协会或企业将根据市民的举报，
三日内给予乘客10元/次的奖励。

“你建议，我感谢”。在2017年9月19
日至11月18日期间，市民可向巡游出租汽
车行业提出建议和意见。经主管部门、行业
协会每月评选，被采纳或者短期内尚无法采

纳，但具有实际价值的建议，行业协会将给
予50元/件次至100元/件次的感谢费。

加强行业自律。主城区巡游出租汽车
企业将进一步落实企业经营管理主体责
任，加强驾驶员教育培训，强化车容车貌管
理；积极完善行业自律体系，建立驾驶员诚
信名单，对于列入“不诚信名单”的驾驶员，
全行业将不再录用。

2017年9月18日

主城区巡游出租汽车行业承诺书

重庆市巡游出租汽车行业服务质量提升动员大会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珺）9月
19日起，重庆首条公交优先车道长江
一路（肖家湾—两路口双向）正式进入
执法阶段，规定时间内违法驶入公交优
先车道的社会车辆将被电子警察抓
拍。昨天早高峰期间，公交优先车道交
通参与者守法率高达98%，只有4辆社
会车辆违规在优先车道内行驶。

重庆日报记者19日上午8点在市
交巡警总队交通监控指挥中心看到，
公交优先车道的交通秩序总体较好，
但仍有零星的小汽车，跟随公交车在
优先车道内行驶，被公安交管部门的
执法设备抓拍到。这4辆违法小汽车
分 别 是 ：渝 C76999、渝 B0P009、渝
BFH790、渝G3R678，驾驶人将被罚款
200元。

通过视频实时监控，记者还发现
道路右侧不少社会单位的车辆需要
跨越公交优先车道。公安交管部门
特别提醒，车辆需要跨越公交优先车
道右转进入支路时，先从中间车道跨
越白色虚线进入优先车道，再从优先
车道右转进支路；同样，车辆需要跨
越公交优先车道进入长江一路主干
道的车辆，先右转进入公交优先车
道，再快速跨越车道虚线驶离，进入
道路中间车道。一定注意，右转车辆
不能直接从中间车道直接右转跨越
优先车道进入支路，或者从支路直接
跨越公交优先车道进入中间车道，这
样会有和公交车发生碰撞的危险，带
来交通安全隐患。

另外，跨越公交优先车道的进出
车辆切忌在优先车道上停车等待。交
管部门建议早高峰从道路右侧驶入主
干道的车辆，最好能先判断道路的拥
堵情况，如果中间车道不太拥挤可以
并入车辆，再从支路中驶出，以免堵在
优先车道上影响公交车通行。车辆借
道时也要注意，不要驶入标注有“公交
专用”字样的抗滑薄层路面，否则将被
电子警察抓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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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巡警正在对违规进入公交优先车道的社会车辆进行比对查
处。 （交巡警总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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