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28日，演员在许昌市庆祝建党95周年系列宣传文化
活动现场表演舞蹈节目。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暨
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许昌市积极组织多项文化活动，活动
分为四个专题，分别为广场舞大赛、“戏曲专场”、“曲艺专场”、
“综艺专场”，集中组织各县（市、区）优秀广场舞团队及该市戏
曲团队、曲艺团队、音乐舞蹈团队进行比赛、展演，庆祝党的生
日，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牛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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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公交我的城“许昌样本”动中原

许昌公交载起“稳稳的幸福”

在许昌，快速公交系统和自行车慢行系统绝对是
两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发展速度提上去，宜居生活
慢下来，正在铸造这座城市独有的气质。

在主要街道，公交专线可以让乘车市民在交通拥
堵时快速穿行，而风行一时的“小绿”和“水上公交”，则
可以让市民和外地游客在林荫小道上骑行、在碧波荡
漾中泛舟，在都市喧嚣中放飞心灵，享受慢生活的乐
趣。

6月 26日 7时 30分，在许昌市区八一东路，青年
教师张海静走到家门口的公共自行车服务站点，在固
定车辆的电子锁柱上熟练地刷卡。伴随着“请取车”的
提示音，她取出一辆公共自行车，骑行约20分钟，赶到
市十二中。

在许昌，一辆辆“身材”修长、“肤色”浅绿的公共自
行车穿行于大街小巷，人们亲切地称它“小绿”。“小绿”
投放使用后，与许昌的公共交通有机结合，很好地解决
了“公交到不了、打车不划算、步行又嫌远”的“最后一
公里”问题，形成了“公共交通+公共自行车”的出行模
式，也带来低碳环保的乘坐体验。

截至目前，全市自行车站点达到240个，投放公共
自行车5000辆，建设自行车专用道61.7公里，投放数
量全省最多、建设规模全省最大，市民已办理骑行卡
56000余张，单日借还车次达40000次左右。

而在不远处的护城河，随着一声清脆的汽笛响起，
一艘“水上小绿”自西向东驶过南护城河春秋桥，在导
航员的指引下停靠春秋桥东码头。

“水上小绿”是许昌水上公交的昵称。“五湖四海畔
三川 两环一水润莲城”，曾经缺水的许昌市借助三大
水利项目建设，实现了水的充盈与回归。依托 5.3公
里长的护城河，投放16艘水上公交，每天运行56个班
次，并执行3元惠民票价。水上公交开通3个多月，累
计运行近6000班次，服务乘客约142000人次。

“水上公交的开通，满足了群众上下班及休闲的需
要，既构筑了省内最具特色的立体交通网络，又为许昌
增添了一道独具魅力的人文景观。”郭栋超说。

流动的风景，稳稳的幸福。公交优先，使许昌公交
的风景线更加美丽，为民惠民的篇章国家出彩，市民的
获得感更加强烈。我们相信，许昌必将成为一座有主
题、有特色、有实质的公交都市，成为全国中小城市公
交发展的样板！

本报讯（通讯员 焦永生）6月27日，许昌供电公司1460项
农配网改造升级工程全部实现竣工投运，进一步增强了农配网
供电能力，提高了农配网供电可靠性，为打赢今年迎峰度夏攻
坚战提供了有力保障。

为保证今年夏季可靠供电，许昌供电公司把农配网升级改
造工程列为今年度保民生用电重点工程，安排1460项工程，计
划在 6 月 30 日前全部完工。工程新建 10 千伏架空线路
150.289公里，改造10千伏架空线路632.6865公里，新建改造
配电变压器 842台，新建改造变电容量 166.215兆伏安，新建
400伏线路179.7875公里，改造400伏线路119.8519公里。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许昌供电公司专门成立了农配网改造
升级工程建设管理办公室，实施工程建设动态考核机制，建立

“日碰头、周例会、月总结”制度，强化农配网工程建设过程管
控，加强市县公司的建设管理力量，满足大规模配网建设需要；
增加物资配送人员，杜绝因物资配送不到位造成施工力量闲置
的现象。该公司还安排专门的质量监督人员，实施全程监督，
及时处理工程建设中出现的质量安全问题，保证工程质量和施
工安全。

此次农网改造升级工程的竣工投运，有效缩小了城乡用电
差距，使农村电网供电可靠性由 99.45%提高到 99.76%，电压
合格率由97.34%提高到99.01%，综合线损率由7.81%下降到
7.55%，满足了改造村庄未来5—8年居民生活及农村经济发展
用电需求，“低电压”、供电“卡脖子”问题基本消除。

许昌供电公司

1460项农配网工程投运

许昌有支老年学雷锋服务队
39名年过半百老人三年做好事2000余件

本报讯（通讯员 李新）许昌市永昌大道活跃着一支“老年
学雷锋服务队”，3年来队员们为过往车辆、行人排忧解难、提供
帮助多达2000余次，成了一道亮丽的“学雷锋”风景线。

“服务队成立于2013年，39名队员全都是环卫工人，年龄
最长的66岁，平均年龄在58岁。”6月28日，“老年学雷锋服务
队”队长王更臣在接受采访时介绍。

王更臣有一摞日记本，记录着队员们平日里的点点滴
滴。 去年12月10日清晨，大雾弥漫，由于能见度差，一辆机动
车在永昌大道上发生了事故，车上的女乘客头部撞伤血流不
止。队员段喜改正好在此经过，拉着受伤女乘客就往最近的村
医疗所送，直到受伤女乘客被妥善安置后，段喜改才悄然离去。

今年初，一辆大客车在永昌大道抛了锚，几十名乘客滞留
在了路边，又饿又冻的人群中小孩哇哇直哭。队员刘秀珍看到
这情景后，开着工具车来来回回跑了10多里路为滞留乘客送
来了热腾腾的饭食。

为抛锚车辆提供救援、把迷路行人送到车站……在永昌大
道上“老年学雷锋服务队”基本上每天都能碰到，队员们都会义
无反顾地去帮一把。

一位湖北孝感的受助者说：“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万
事难，我在许昌感受到了爱心和帮助，许昌人真好！”

“老年学雷锋服务队”队员用爱心、用真情洒满了一条路，
让过往车辆和行人在这里感受到了踏实和安心。王更臣表示，

“老年学雷锋服务队”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他和队员们要将雷锋
精神坚持到底，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人加入他们，把雷锋精神传
承下去。

本报讯（通讯员 冯二帅)“禹州市鸿畅镇杜南村无依据以
‘规划费’名义收取批划宅基地费用，属于乱收费，市纪委常委
会研究决定：给予该村党支部书记朱宗炎党内警告处分……”
近日，“@清风禹州”微信公众号公开通报了该市鸿畅镇杜南村
村干部侵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和腐败案件。

今年5月份以来，禹州市积极创新监督检查方式，精准发
力，主动作为，综合运用巡察利剑，着力发现和查处侵害群众利
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取得了明显成效。

该市围绕扶贫领域、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惠农资金管理
使用等8个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并借力新媒体，对侵害群
众利益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件、巡视问题进行曝光。自
去年纪委微信公众号“@清风禹州”启动以来，已通报曝光典型
案件7件。

“开展专项整治，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
举措，我们要着力排查一批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解
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难题，着力查处一批违纪违规的基
层党员干部，着力完善一批有效管用的制度机制，确保侵害群
众利益的行为‘有人管、有人制止、有人纠正、有人追究’。”禹州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陈香梅对记者说。

截至目前，该市已开展对扶贫领域、农村集体“三资”管理、
惠农资金管理使用等8个突出问题专项检查35次，专项检查项
目33个，专项检查资金418万元，全市共排查发现问题线索28
个，查办案件5件，党政纪处分7人次。

禹州市严惩群众身边腐败

繁华的七一路上，每隔500米设有一个公交站牌，上
面清晰地标示着各条公交车线路走向。崭新的新能源
公交车在穿梭的车流中十分醒目，公交车司机身着干净
的工作制服认真驾驶车辆，乘客们有序乘车，从容闲适。

4年前，境况却非如此。彼时，随着许昌经济迅猛发
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市区人口急速膨胀，个体租赁
运营体制主导下的城市公交运营已经明显不适应发展
需要，线路少、间隔时间长、服务不到位，公交出行分担
率仅为6.2%，政府不满意，主管部门不满意，公交经营者
不满意，市民群众不满意。

许昌市委、市政府充分认识到，公交车发展看似“事
小”，却影响到群众每天的出行需求，关系着百姓的幸福
感和城市的竞争力。2011年，许昌“公交优先”战略拉开
大幕，市委、市政府把公交优先作为城市发展的一项长
远战略写进了城市规划，把提高市民出行满意度作为提
升幸福感的一项重要指标，推动城市公交跨越发展。

2012年 7月，许昌公交开始了大踏步改革，建立了
民营控股、国有参股的经营模式，许昌市城市公共交通
有限公司揭牌运营。2013年 6月，许昌公交完成公司化
改造，由许昌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统一运营，彻底
结束了私人挂靠经营的历史。

改革大刀阔斧，一个与现代城市功能相匹配的城市
公交体系逐步建成。

从“散、乱、脏、差”到“行得了、行得通、行得快、行得
好”，许昌公交变化翻天覆地，市民出行能力显著提升：昔
日孤线运营的乘车线路，如今四通八达，遍及城市每一个
角落；昔日破旧拥挤的车辆，如今变身为一辆辆舒适豪华
的新能源巴士；昔日，市民为等公交车望穿秋水，如今，即
便在高峰时，也是几分钟就有一趟车如期抵达……

数字见证变化：截至2016年 6月，许昌市公交车辆
共计1142台，公交线路总数50条，年客运量5584.5万人
次，公交机动化出行分担率40.6%。

2014年 10月，许昌市以名列榜首的成绩被确定为
河南省“公交优先示范城市”创建城市，并提供1000万元
补贴资金，且连补3年。市委书记武国定说：“这是对许
昌市委、市政府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践行‘公交优
先、百姓优先’为民惠民工程的肯定，也为许昌创建‘国
家公交都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迎着初升的旭阳，家住许昌老城区察院西街的张先
生坐上了小区门前经过的33路公交车，前往许继集团上
班。而在2014年6月之前，像他这样住在背街小巷的居
民想坐公交车，至少需要步行1公里。

“开通背街小巷公交，更是衡量公交为民的重要写照。”
张先生说，“许昌公交现在运行线路合理了许多，一出门就
有公交车，除了方便、舒适，还省钱，10多公里才1元钱。”

为满足市民出行需求，许昌陆续对21条公交线路进
行了25次优化调整，使公交正点率上升至94%以上，乘
客平均候车时间由原来的12分钟缩短至8分钟。针对
不同市民群体需求，公交公司专门开通了工业专线、旅
游班线、背街小巷公交、夜班公交等特色公交线路，让市
民在不同时段享受“定制化”的服务。

许昌东站站前广场南侧的公交车停车场上，一辆辆
公交车整齐排列，迎接乘客。这是许昌市全力打造的

“零距离”换乘中心，目前共有12条公交线路，运营公交
车辆191台，每天发车814个班次、运输乘客逾10000人
次。从这里出发，几乎可以通达许昌市的每一个区域。

家住市区光明路许继花园的张海丽女士，每次坐上
公交车都有种心情舒畅的感觉。她说：“我上初中时，公交
车都是又小又破的中巴，不仅挤得难受，还没有空调，冬天
冷得发抖，夏天一身臭汗，哪像现在这样冬暖夏凉！”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为了让市民从“有车坐”
到“坐好车”，2012年7月，许昌市首批投放40台LNG新
能源环保空调公交车，结束了许昌市区无空调公交车的
历史。2012年以来，该市先后投资近 1.4亿元，添置了
530辆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环保空调公交车。

让许昌市民更有幸福感和获得感的是，从2014年重
阳节起，许昌市实施对60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坐公交
车的惠民政策，让“银发一族”充分享受城市公共交通发
展成果，全市10多万个家庭的21万名老人因此受益。

“对现役军人、伤残军人和警察、残疾人等特殊群体，
我们全部实行免费乘车。”许昌市交通运输局局长郭栋超
介绍。为体现社会关爱，公交公司每年还积极参与爱心送
考等公益活动，高考期间对全市所有考生实行免费乘车。

据河南省许昌地方经济社会调查队统计，群众对许
昌公交满意度高达95.82%。2015年1月28日，许昌市城
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被交通运输部授予“全国交通运输行
业文明示范窗口”，成为河南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公交企业。

6月23日上午7时20分，家住市区毓秀路的市民
刘海军望望窗外的大雨，打开“手机公交”客户端查看
公交车实时运行情况，发现103路公交车距离到达自
己家附近的公交站点剩下两站路，就开始收拾东西准
备下楼候车。“有了‘手机公交’，我在家吃着早餐，打开
手机，就可以查询自己要乘坐的公交车还有几分钟到
家门口。”他说，“小小软件，便利多多”。

“手机公交”许昌客户端是一款专为公交乘客打
造、利用手机快速查询公交信息的实用型软件，能够通
过GPS定位使用者的具体位置，显示其周边站点、公
交线路，为乘客提供详细全面的乘车信息。据统计，许
昌市区目前约有2万智能手机用户在使用“手机公交”
客户端，日均使用次数在8万次左右，在河南省9个接
入“手机公交”的地市中用户活跃度名列前茅。

在许昌市公交公司调度中心，全市所有公交车辆
运行轨迹、驾驶员行为、乘客上下车、车辆间隔等情况
都能够通过电子显示屏实时显示。工作人员通过实时
监控，确保公交线路有序运行，同时规范公交司机行
为，确保市民安全出行。

2012年，许昌公交开始引入智能调度系统，建立
智能调度中心，在公交车上安装了车载终端设备，实现
了车辆的动态运行轨迹全过程监控及历史资料查询，
依据客流数据(流向、流时、流量)、线路配车、运营任
务、线路各时段运送速度等数据实现智能调度。智能
调度系统运营以来，运营准点率达到92%，驾驶员违
章率下降了85%，车辆运营故障突发率下降了8%，安
全性能得到较大提升。

在许昌街头，不少细心的市民会发现，很多公交车
后面都有LNG、纯电动之类的标志。据介绍，LNG是
液化天然气的英文缩写，这种公交车被称为新能源绿
色公交车。

“使用新能源绿色公交车，是许昌市践行绿色发展
理念、打造绿色公交的组成部分。”郭栋超说，“倡导低
碳生活、绿色出行，公交公司责无旁贷。”

为承担社会责任、引领绿色出行，许昌市不断加大
公交车辆尾气排放治理力度，绿色公交车比率达到
65%，稳居全省前列。

许昌街头的公共自行车

□许昌观察记者 董学彦 王烜
本报通讯员 贾亦潇

6 月 28 日，天蓝风轻，云卷云

舒。交通运输部主办的“我的公交我

的城”重大主题宣传活动在许昌启

动。这次活动，交通运输部在全国选

择了10座城市作为样板，许昌是河南

唯一入选的城市。

为什么会选择许昌？出席仪式的

中国交通报社社长蔡玉贺直言：许昌

用改革推动公交优先，闯出了自己的

特色，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引领示范

作用。

公交优先，就是百姓优先。自

1967年开通第一条公交线路至今，在

近半个世纪的“嬗变”中，许昌公交每

一次清晰而有力的脉动，都激扬着百

姓优先、为民惠民的民生情怀。

民生公交、幸福公交，已成为这座

“三国名城”的耀眼名片和城市荣光。

破与立——
从优先到优秀

谋与为——
从便民到惠民

量与质——
从智能到绿色

快与慢——
从骑车到泛舟

许昌市建设路小学的学生在5路公交车上

纯电动公交车 图片均为许昌市交通运输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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