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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刘 昕 璐 公 共 交
通，光有路权优先还不够，信号优先
何时配套？记者昨天从“ 两会”上获
悉，上海未来将在一些道路上加装针
对公交车的交通信号灯或是转换信
号的方式，使公交车等待红灯的时间
比社会车辆少，而绿灯即将转换时，
则可以为感应到的公交车再延时8秒
绿灯，保障公交车快速通行。在最近
一两年内，公交车“ 信号优先”的模
式将梦想照进现实。

公交优先也包括信号优先
列席上海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

议的市建交委主任黄融在“ 两会”上
曾表示，现阶段解决城市拥堵，唯一
的办法是“ 将公交优先做到极致”。
公交优先不仅仅是指路权优先，还包
括信号优先。在这种原则下，上海未
来将在一些道路上加装针对公交车
的交通信号灯，使公交车等待红灯的
时间比社会车辆少。

黄融说，“ 我们正在进行研究，在
主要道路上是否能够安装针对公交
车的信号灯。” 这种信号灯的主要作
用是，将公交车和社会车辆的通行速
度和先后顺序区分开来。

来自此项课题重要研究单位的上
海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的市人大
代表陈必壮解释说，今后主要是利用
信息化手段，在道路交叉口通过GPS定
位接收或是地下埋设的线圈来感知公
交车的存在，使得公交车在即将进入
道路交叉口的时候就感知到“ 公交车

要来了”，“ 如果此时公交车遇见了红
灯，红灯就会提前8秒结束，尽快转为
绿灯通行模式；还有一种情况是绿灯
快要转换的时候，就会为公交车继续
智能地延时8秒。”

看似简单，实则复杂
之所以是8秒，陈必壮介绍说，这

个时间是被论证为对整个交通组织
管理体系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的一
个折中时间。最近一两年内，会有选
择性地组织一些路口进行试点。

“ 但是，通过控制信号灯的方法，
让公交快速通过路口，看似简单，实
则复杂。”陈必壮例举了几个难点。据
介绍，在有公交专用道的路口相对容
易实施，对更多没有公交专用道的情
况下，如何保证公交车可以进入到等
候区，这在本市是个难点。“ 信号系统
可以感应到公交车过来了，但前面依
然有其他车辆挡着，如何实施？”此
外，如何不破坏原来的交通系统，不
顾此失彼，仍然保证一定的通行率？

为此，如果真的要推广实施“ 信
号优先”，找对试点道路将是必不可
少的一环。“ 比较理想的是，公交主干
道和次干道交汇的路口，或是有公交
专用道的路口作为试点。” 陈必壮坚
持认为，公交具备了时效优势，才能
吸引市民的乘坐。

记者获悉，申城公交车“ 信号优
先”的试点推行，在最近一两年内，有
望梦想照进现实，并在试点中完善方
案后逐步推广。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不远的将
来，“ 中运量”公交体系将首现上海，
其中包括BRT和有轨电车两种形式，
其中BRT确定在奉贤试点，有轨电车
则考虑在松江和嘉定两区的中心区
试点。根据规划，有轨电车将预设
1000公里的线网，其中650公里在远郊
区，中心城区会有350公里。试点成功
后，上海中心城区的部分路段也会出
现中运量的有轨电车。市人大代表、
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客运
处（ 轨道交通处）处长郭海鹏在“ 两
会”会场向记者介绍了上述消息。

中运量交通体系有独特优势
郭海鹏指出，上海世博会交通保

障的成功再一次证明，解决像上海这
样特大型城市和像世博会这样重大
活动的交通问题，唯一正确的选择就
是要大力发展集约化、一体化公共交
通体系，提高公共交通对于个体交通
的竞争力，吸引个体出行，从而最大
限度地缓解交通拥堵，营造宽松、快

捷的出行环境。
“ 比较而言，中运量交通体系有

其独特优势。”郭海鹏介绍说，地面
公交属小运量公共交通系统，其运能
在5000人次/小时，虽然行驶调度灵
活但拥堵问题让人头疼，地铁属大运
量公共交通系统，运能在2万人次/小
时以上，运载率高但造价成本高，有
些线路也不适宜规划地铁。“ 现在，
我们考虑增加一个中运量公共交通
系统（ 运能5000-2万人次/小时），作
为大运量公共交通系统的延伸、替代
和补充。”

郭海鹏表示，今年本市将根据公
共交通线网布局及客流分布，积极推
进中运量公共交通建设发展，逐步形
成多模式、立体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体
系，满足多样化的居民出行需求。

两种模式在三区先行试点
此次，中运量公共交通体系的建

设 基 本 选 定 的 模 式 是 有 轨 电 车 和
BRT快速公交系统。

郭海鹏介绍，首条BRT有望在奉
贤南桥和浦东东方体育中心之间运
营，该线路建成后将成为上海首个
BRT快速公交系统，用来解决未来奉
贤南桥新城大型居住区22万人的出
行问题。BRT快速公交系统，是一种
介于快速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之间
的新型公共客运系统。它通常采用18
米长大容量公交车，拥有专用道路和
专用车站。目前已处项目立项阶段。

有轨电车的运营则建议先行在
嘉定和松江各试点一条线路，并在今
年完成实施试点方案。据称，目前，有
轨 电 车 的 专 用 道 已 经 初 步 规 划 了
1000公里的线网，其中650公里在远郊
区，中心城区也会有350公里之长。如
果在嘉定和松江试点成功，那么，这
套有轨电车的运行模式、标准就可以
在规划中已经选定的中心城区部分
主干道上选择推进。“ 其本质就是采
取工程性措施，采用客运走廊的方式
以提高公共交通的通行效率，增强公
交的吸引力。”郭海鹏介绍道。

有着海外生活经历的金可可代
表说，在德国科隆、慕尼黑，美国纽约
等城市，地铁24小时运营很常见。而
上海目前最晚的一班是2号线11点半
从虹桥站开出的列车。上海的地铁为
何无法实现24小时通宵运营？上海申
通地铁集团总裁俞光耀代表解答说，
主要原因在于，为确保第二天的安全
运营，轨道及车辆都必须在当天晚间
进行检修。

“ 列车10点半结束运行，然后进
入维修，要一个多小时，真正的维修
作业时间，基本上在零点以后，有的
是在凌晨1点开始，维修作业基本上
在3点半结束，两个小时后又要开始
新一天的运行。”俞光耀解释。

俞光耀说，由此“ 先天不足”加

上目前我们检修技术的相对落后严
重制约了24小时通宵营运的可能性。
但金可可认为，在一时无法改变客观
现状的情况下，适度延长营运时间仍
有潜力可挖。以德国汉堡和法国巴黎
为例，在周一和周五因检修无法通宵
营运的情况下，还是在周末适度延长
时间，其中巴黎延迟至凌晨2点15分。

而在上海，也有过临时延长的案
例。“ 2010年世博会期间，地铁4、6、7、
8、9号线的12个涉博站点都曾延后100
分钟。不过，我们也下了很大的功夫，
配置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夜间缩短维
修一个小时，实际上很多员工放弃了
休息，夜里出来加班，凌晨再回家。

有先例就有将“ 特殊” 变“ 一
般”的可能，由此，金可可代表给出了

两个适度延长时间的方案。“ 周末节
假日适度延长行不行？第二个，某个
重要路线，路段延长运营，比方说连
接交通枢纽的1号线、2号线。”

俞光耀表示申通目前也正在借
鉴国外先进经验，着手研究引进国际
先进检修设备，并加强培训，提高员
工检修水平。“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等我们今年基本的567公里地铁网络
建成以后，网络进入到相对稳定的阶
段，我们这支技术人员队伍基本适应
了，可以适当地在某些区段延长运营
时间。”俞光耀透露，“ 今年遇重大节
假日以及一些大型集会活动，或者遇
到高铁、飞机大面积延误等紧急情况，
地铁将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加班、延
时服务。”

本报讯 记者 王婧 “ 每天晚上
10点半左右，上海两大机场，尤其是虹
桥机场候机楼外的出租车供给速度就
会变慢。” 市政协委员屠海鸣观察到
这一现象。为何会这样？屠海鸣一针见
血地表示：“ 这是本市出租车的计价
规则所决定的，夜间11点之后要加收
30%的‘ 夜间费’。”为此，他向正在召
开的市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递交提
案，呼吁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

司机“ 磨洋工”将处理违纪行为
不少中外旅客所反映和埋怨的

“ 打车难”，是特指夜晚10点半至11点
间的这段时间。屠海鸣表示，每到这段
时间，本应紧凑相连、陆续进场的出租
车都“ 趴窝”在通往机场的路上。

但是，这段时间恰恰是航班到达
的高峰。由于两场的地铁基本都在11
点结束运营，出租车成为了到达旅客
回市区的主要交通方式。

究其原因，还是“ 挨一挨就能
多点收入”的心理，屠海鸣了解到，
司机从蓄车场到上客处的这段路程
上“ 磨洋工”，是由于本市出租车的
计 价 规 则 ， 夜 间 11 点 之 后 要 加 收
30%的“ 夜间费”，对于司机来说同
样的路程就 可 以 多 出 30%的 收 入 。
这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到港旅客
等候出租车的时间要比其他时间长
15到30分钟。

市交港局局长孙建平在接受记者
的采访中表示，司机拖时间的根本原
因是经济利益驱动，但亦必须向司机
们宣传社会责任感，硬性规定大品牌
出租车司机在某时段内必须进驻候机
楼周边区域，如不守规定将会面临扣

分等处罚，“ 相信司机们亦会权衡利
弊。”孙建平表示，世博期间，这方面
做得很好，如今还要继续延续下去。

交港局：可研究分时段费用
屠海鸣表示，出租车在11点前

“ 趴窝”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夜间
费的存在。他曾在2009年上海“ 两会”
时提出过“ 取消夜间费，收取高峰
费”的建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
当时是基于不少市民在城市交通出
行时间晚，以及缓解上下班高峰拥堵
的考虑。现这些条件仍适用，取消夜
间费更能从根本上解决特殊时段内
的机场出租车供给问题。

孙建平回应，在当前的条件下，
“ 取消夜间费，收取高峰费”的可行

性不大，但将来或许可以将出租车的
收费更加精细化，比如现在恢复电调
费便是调节高峰时段供需的措施之
一，将来还可以研究出租车哪个时段
可以多收费、哪个时段可以少收费，
将收费问题更加人性化。

“ 中运量”公共交通体系将首现上海
有轨电车专用道全市已规划1000公里线网

绿灯可为公交多延时8秒
一两年内，申城将试点公交车“ 信号优先”

出租车司机晚间11点前懈怠？
市交港局：将延续世博做法加强管理

上海地铁末班车大多为23点左右，代表建议能否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本报资料图 记者 施培琦 摄

“ 上海地铁能不能通宵服务？”目前上海大部分轨交线路的末班车在晚上10点半前后便结束了运营。
本次人代会上，市人大代表金可可调研后建议，上海轨道交通适度延长营运时间是可行的。而申通地铁集
团总裁俞光耀代表也表示，24小时运营目前尚不可能，但今年将研究适度延长中心城区路段夜间营运时
间，并在重大节假日以及一些大型集会活动后进行加班、延时服务。 本报记者 陈轶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