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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条常规公交专用道将限时专用

《郑州市公交专用道管理办法》
（草案）已提交至市政府，将于近期正式发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田育臣 实习生 王酉鑫 文图
15 个创建国家“公交都市”示范城市之
一。根据《郑州市“公交都市”建设示
范工程实施方案》，郑州市力争建设成
为国内领先的“公交都市”示范城市。
今年，郑州将迎来交通运输部的正式
验收。其中，公交专用道是验收考核
评价的 32 项指标之一。
按照规划，2017 年 8 月底，郑州市
开始在郑州的 22 条路段建常规公交专
用道，总长度达 305 公里。目前，22 条
常规公交专用道标线部分已完成可施
工工程总量的 96%，预计将于 9 月中旬
全部完成；标牌部分已完成可施工总
量的 93%，抓拍设备已完成可施工总
量 的 77% ，相 关 工 作 正 在 加 快 推 进
中。但是，具体何时正式完工、启用，
需等郑州市政府的正式通知。

私家车占用公交专用道
将被扣分、罚款

花园路一路口公交专用道右转变道指示牌

连日来，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
者走访郑州花园路、文化路、黄河路
等多个路段，不少路段的机动车道
其中一个车道喷涂“公交专用”字
样，路边交通指引牌上也设置了“公
交车道”。郑州开始设公交专用道
了吗？私家车占用公交专用道是否
被抓拍、扣分罚款？
记者了解到，去年 8 月底开始，
郑州市在 22 条主干道上开工建设
总长度为 305.3 公里的常规公交
专用道。为鼓励公交先行，
《郑州市
公交专用道管理办法》
（草案）也将
于近日出台。按照规定，未来，公交
专用道以及公交车上将安装违法抓
拍系统，每天早、晚高峰将由公交车
专用。私家车若违法占道，被抓拍
的将面临扣分、罚款的处罚。

郑州 22 条道路将设公交专用道

郑州哪些路段设有公交专用道？
如何使用？段胜勇介绍，郑州正建设
常规公交专用道的路段包括中原西
路、建设路、科学大道、嵩山路-五龙口
南路、文化路、京广路、花园路-紫荆
山路、东风路-东风南路-经开第八大
街、金水路、三全路、大学路、经三
路-城东路-紫辰路、东西大街-郑汴
路、航海路、莲花街、桐柏路、天河路江山路-南阳路、紫荆山南路、未来路、
黄河路、商务外环、国基路，一共 22 条
道路。
其中，22 条常规公交专用道不仅
路面包括专用道标识系统和标线系
统，还建设了隔离设施、违法抓拍系
统、中心后台、网络及供配电设施、公
交线路优化等。按照计划，这些常规
公交专用道实行限时专用，即每天早
高峰 7 点至 9 点，晚高峰 5 点至 7 点
半，每条道路上常规公交专用道仅
限公交车使用，私家车占用可能受
到扣分和罚款。
记者从郑州有关部门获悉，在
郑州 22 条常规公交专用道上，路口
均安装了抓拍设备；同时，郑州的公
交车上也将安装车载抓拍系统，这
些系统与郑州公安部门联网，可实
现 360 度全景抓拍。当郑州公交专
用道正式上线使用，私家车在规定
时间占用公交专用道，一旦被抓拍
取证，将面临处罚。
据了解，郑州设常规公交专用
道的路段，专用道一般设在最右侧，
私家车咋右转？段胜勇表示，郑州
设公交专用道的 22 条道路，车道多
是双向六车道，也有一少部分是双
向八车道和四车道，而公交专用道
一般设在最右侧。其中，对双向六
车道或八车道的道路，在早晚高峰
时间段，私家车行至路口时，可跨过
或变道至公交专用道右转。而对于
双向四车道，私家车在路口右转时
可与公交车专用道共用车道。

9 月 13 日，记者沿花园路由南向
北行驶，其中花园路的机动车道是双
向八车道，在花园路纬五路、花园路黄
河路等路口，机动车道最右侧的车道
分割线是黄色的震荡线，该车道路面
写着“公交专用”四个白色大字，同
时 字 的 前 方 标 注 “7： 00—9： 00，
17：00—19：30”。此外，花园路上
方的路标指示牌上，四车道的最右侧
显示公交车标志；而多个路牌显示，该
车道为公交车专用道。
该路段一名公交司机介绍，几个
月前，该路段路面已开始标画“公交
专用”字样，而路边的“公交专用”
路标指示牌也陆续安装。但目前，他
们暂时尚未接到只能公交车行驶该车 《郑 州 市 公 交 专 用 道 管 理 办
法》
（草案）将于近期公布
道的专用通知。
“可能今后将正式实施
吧！”记者采访多个执勤民警，他们也
郑州公交总公司副总经理宋霖
表示，暂时未接到公交专用的通知。
介绍，根据最新测算，目前郑州市公
郑州是否要设公交专用道？郑州
交运委综合运输处处长段胜勇介绍， 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的分担率为
60.43%；而公交优先，是解决交通
2012 年 10 月，郑州市成为全国首批

出行效率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其实，
早在 2009 年 5 月，郑州已有了公交专
用道。
2009 年 5 月，郑州首条快速公交
系统开通运营，这在严格意义上来说，
算是郑州首条公交专用道。如今历经
9 年，郑州已形成“5 主 61 支”的快速公
交网络，二环快速公交、三环快速公
交、秦岭路长江路快速公交、陇海路快
速公交、农业路快速公交西延等多条
快速公交系统建成运营，线路总长度
达 1045 公里，其中，快速公交专用道
共长 139 公里。
“郑州这次要设的公交专用道，与
已开通的快速公交专用道是不同的。”
宋霖说，郑州的专用道可分为快速公
交专用道和常规公交专用道两种，而
已开通运营的快速公交专用道属于全
时专用，即无论任何时候，私家车均不
能占用。而即将开通的属常规公交专
用道，是限时专用，一般只在早高峰 7
点至 9 点，晚高峰的 5 点至 7 点半私家
车不能占用。此外，快速公交专用道
一般为路中式，而常规公交专用道为
路侧式。
目前，郑州快速公交因采用专用
道，早晚高峰可达到 18.17 公里/小时，
比常规公交线路提升了 23.77%。
“若郑
州公交专用道开通，公交车的速度也
会提高。这是一个连锁反应，公共交
通速度快了，大家更愿意乘坐公共交
通出行，不仅提高了出行效率，减轻了
拥堵，
还能节能环保。
”
段胜勇说，前期，郑州交运委与郑
州公安局相关部门已联合起草了 《郑
州市公交专用道管理办法》（草案），
目前已提交至郑州市政府，也将于近
期正式发布。该办法草案对公交专用
道的实行时间，日常管理，使用与处罚
等有明确规定。

■链接
南京公交专用道，
车长跑完全程
节省 20 分钟
设了公交专用道，是否真的
有助于解决交通拥堵？9 月 11
日，记者与郑州交运委、郑州公
交总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一起前
往南京，考察、了解南京市公交
专用道的相关情况。据了解，南
京和上海是全国仅有的 2 个已验
收通过的
“公交都市”
示范城市。
南京公交集团副总经理南
征举例，目前，南京市一共建设
公交专用道 230 公里，每年以新
增 36 公里的速度进行建设。其
中，南京市公交专用道建设全部
选择在双向至少 6 个车道的路
段，早上 7 点至 9 点，下午 5 点至
7 点，私家车禁止占用公交专用
道。
“早晚高峰时段，以前走完全
程需一个半小时，现在设了专用
道，节省了快 20 分钟。”南京市
35 路公交车长刘女士如是说。
“我们在公交专用道的各个
路口，以及公交车上安装了 360
度违法抓拍系统，该系统抓拍图
片第一时间上传至公安部门，将
作为交通违法处理的依据。”南
京市公安交管局秩序大队副大
队长苏子毅说，截至目前，南京
市已有 2011 起被抓拍的私家车
被扣分、
罚款。
据了解，郑州或许也将在
公交车上安装车载抓拍系统，
但并非车长抓拍，将由设备自
动抓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