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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站的第一天

作为郑州这轮车站外迁的开始!新南站" 上岗#首日有点窘$客流少一半!还有不少乘客错跑到老站

乘客说得最多的$太远%

昨日!作为郑州此轮车站外迁的开篇之作!位于南三
环的郑州客运新南站试运营!陇海路上的老客运南站&京
广汽车站搬迁至此'

试运营首日!很多乘客因为不知情!照常去老客运南
站&京广汽车站坐车!结果跑了不少冤枉路!甚至误了事(

第一次到新南站的乘客对硬件很满意! 但乘客说得
最多的一个词是" 太远)(

昨天!位于陇海路上的老南站内除郑州开往
新郑的车辆外!再无其他长途客车!车站大厅已
封门!只有两个售票窗口对外卖票(

窗口前!不断有乘客背着包来问$有没有车去
扶沟&去太康**售票员都点头说" 有!但要去万
客来的新南站坐车!车站以后就搬到那了)(

昨天!不少乘客因为不知情!还是照常去老
南站+京广站坐车!结果跑了不少冤枉路!有的甚
至误了事(

原定试营运首日! 郑州市交运集团会出动
, 摆渡车辆#!但昨日!两个老站内没一辆摆渡车!

乘客转车成了难题( 从老客运南站&京广站去新
南站!很多乘客蒙了!不知坐哪路公交(

好不容易问到
$%&

路去新南站!结果!

$%&

路
公交车上人原本就很多!车一到站!大家又一拥
而上(

昨天!老客运南站&京广站门前的出租车&摩
托车&三轮车生意分外红火(

昨天!新南站试运营!没想象中红火!车站售
票厅&候车室内只有稀拉拉的少数人(

, 太偏了(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市民!对于
新客运南站的位置! 他们一致认为太偏& 太远!

, 公交车没有直达的!打个车恁远太不划算了#(

市民王女士一大早就从东明路聂庄往车站
赶!她说!从东明路纬四路到老客运南站!坐公交
只需半小时! 若去新南站坐公交得近两个小时!

如果打车需要
#$

元钱左右! 但从车站去老家扶
沟也只需两个小时!不仅加大了换乘时间!也增
加了出行成本!更削弱了公路客运, 门到门#服务
的最大优势(

市民刘先生摇着头说!从郑州去新郑才
'

元!

从家打车去新南站就得
%(

多元钱!不划算(

昨天!在老客运南站!郑州发往新郑的长途
客车仍守着, 老家#候客!不愿搬迁(

一位女车主说!郑州至新郑的票价是
'

元!不
到
#(

分钟就能上满一车人! 如果搬到万客来!客
流量将大不如现在! 太远了! 乘客去那不方便!

, 现在能在这多发一天是一天#(

郑州市交运集团相关负责人说!新南站要想
深入人心还需要一个过程! 运营后一段时间内!

客流量不可能会太大(

据郑州客运新南站统计! 截至昨天
%)

时
*(

分!新南站共发送乘客
+(((

多人(

但这些班车在老南站&京广站时!两站日发
送旅客

%

万人左右(, 客流损失还是客观存在的( #

车站工作人员说(

对此!郑州市交运集团相关负责人说!公交
配套能否到位&能否实现零换乘!将直接决定新
客运站能否发挥作用(

昨天新南站只是试运营!正式运营要等到
%#

月
%

日(

郑州客运南站负责人说! 新南站是郑州目
前最先进的一个站!可实现电子检票!像乘坐火
车一样!进站口会显示车辆信息!车票上会显示
乘客在几号口进站!待车辆进站后!电子显示屏
会提醒, 几号口开始检票#(

, 试运营就像排练!需要一个调整期!现在
很多设备都在完善(待

%#

月
%

日正式运营后!估计
一切都会步入正轨( #该负责人还透露!新南站
将引进正规连锁超市及快餐厅! 让乘客在站内
消费更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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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中添乱
.

几百名乘客
滞留新南站/

司机$

#)

辆郏县客车没班次
交运集团$滞留乘客已转送

昨日是新南站试运营的
第一天! 但

#)

辆发往郏县的
客车却没了班次( 司机李先
生说!截至昨日上午

%%

时!已
有七八百名乘客滞留新南
站( 而郑州市交运集团一负
责人称! 他们拒绝郏县客车
垄断经营! 滞留乘客早已安
排其他车辆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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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
&

时许! 张女士准备
到新南站坐车回家!却发现站里发
往郏县的客车都" 罢工)了(

在现场 ! 一辆车牌号为豫
,*&(#)

的依维柯客车司机李先生
说!新南站没给排班次!所以没法
发车(

" 我们隶属平顶山第十一车队
0 郏县1客运公司!一共有

##

辆依维
柯!

-

辆大巴( 今天到了新南站!工
作人员不给我们排班次了!调度室
说豫

,

的班次要等到下午了( )李先
生说!从早上

-

时多至
%%

时!有七八
百名郏县乘客滞留在新南站(

乘客张女士说$, 从早上
-

时
*(

分
到现在!都没走成(让坐宝丰的客车!

到郏县高速路口下车( 我没同意( )

在新南站调度室! 胸牌号为
(((%((

的工作人员说!上午仅有一
辆郑州直达郏县的客车!是豫

!

牌
照!早已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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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交运集团一不愿透露
姓名的负责人说! 新南站成立后!

要求规范经营和对等经营! 然而!

来往两地的郏县客车有
#)

辆!郑州
的只有

%

辆! 而且郑州这辆车已有
两年多没运营了!这还怎么对等经
营/, 所谓对等经营!是说早上发车
时! 应该是郑州的车往郏县发!而
郏县客车则在当地往郑州发!下午
则对换! 我们排的班次也是这样
的!所以!郏县的客车就排在了下
午发车( )

, 我们针对的是对方的单位!

不针对车主(此前我们已沟通了四
次!但效果甚微( 他们想让郏县的
#)

辆客车在郑州和郏县之间同时
对发! 这是垄断经营! 是不允许
的()该负责人说!上午没有乘客滞
留!发现有乘客滞留!他们会马上
安排其他路过车辆转送(

截至昨日傍晚
-

时许! 记者获
悉! 郏县的客车当天下午也没发!

协商还在继续!所有司机还在新南
站等待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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