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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交首末站是公共交通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普遍存在设施用地短缺问题，这将严重制约

公交优先发展。首先，以广州市为例分析当前内地大城市公交首末站规划建设面临的问题。其次，

剖析香港的成功经验，从规划指引、投资模式、综合开发及配建标准等方面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

划建设策略和方法，以推动公交首末站规划建设进程并促进公交优先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城市交通；公共汽(电)车；公交首末站；公交优先；香港；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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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vital component in public transit system, bus terminals have been always suffering from the

issue of inadequate land spaces in China. Such a barrier severely limits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transpor-

tation priority. Taking Guangzhou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first analyses some shared problems of bus ter-

minals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metropolis. The paper tries to lear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from Hong Kong. A couple of workable strategies, namely, planning guidance, investment patterns, com-

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standards, are highlighted for better promoting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bus terminals and support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pr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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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汽(电)车首末站(以下简称“公

交首末站”)作为公共交通的锚固点和客流

集散点，其设施用地在公共交通“四优先”

(用地优先、规划优先、管理优先、法律优

先)的发展政策中居首位。用地短缺将可能

成为制约公交优先的瓶颈，因此保障公交首

末站的规划建设就要保障用地。本文借鉴香

港的先进经验，针对公交首末站规划建设流

程、用地落实等问题进行讨论。

11 公交首末站规划建设不足公交首末站规划建设不足

近年来，中国各大城市积极响应国家公

交优先发展战略的号召，城市公共交通得到

快速发展，公共汽(电)车线路、里程增长以

及车辆保有量持续增加，而与之相匹配的公

交首末站建设主要依靠政府投入，并且由于

规划建设审批程序复杂等问题，使得公交首

末站规模增长较慢，不能满足公共汽(电)车

运营的需求。以广州市为例，至 2014年末，

中心城区拥有公交首末站面积约 78 万 m2。

按照《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工程设

计规范》 (CJJ/T 15—2011)、《城市公共汽电

车客运服务》 (GB/T 22484—2008)等规范要

求估算，公交首末站缺口约40%[1]。

11..11 规划建设审批程序复杂规划建设审批程序复杂

公交首末站规划建设需要经过规划编

制、用地审批、方案设计、站场建设等多个

流程，每个环节都是多部门并联审批或先后

审批。据统计，需通过规划、建设、国土、

交通、环保、消防等 12个部门审批、46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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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手续复杂，建设速度慢(见图 1)。随

着城市用地日益稀少，征地难度加大，土地

价格逐年飙升，各土地开发业主单位由于利

益关系，不愿提供用于公共设施的建设。此

外，公交首末站虽为公用事业配套，其建设

征地工作却难以开展，需由项目所在区政府

协调推进，并且由于公共汽车站项目不是市

重点项目，在征地拆迁、协调等方面存在较

大困难。大型公交首末站往往需要3~4年才

能完成审批。

11..22 轨道交通与配建公交首末站规划不轨道交通与配建公交首末站规划不

同步同步

虽然轨道交通配建的公交首末站规划在

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及立项阶段做过相关专题

研究，但均不属于法定规划，无法与轨道交

通工程设计同步并为下阶段衔接设施建设实

施提供合法的规划依据，项目规划报建难度

较大。配建公交首末站项目须作为独立项目

立项报批，规划、用地、环评等审批支持工

作尚未建立相应的审批机制和流程，项目立

项报批时间较长。例如，2007 年广州市交

通、规划、地铁等部门联合编制《广州市轨

道交通站点客运一体化设施近期规划》，规

划11个公交首末站一直未落实。

11..33 租用的公交首末站用地陆续到期租用的公交首末站用地陆续到期

由于公交首末站用地长期存在缺口，大

城市公交企业已先后租用各区建设用地作为

首末站、停车场，不少租用土地将陆续到

期。据统计，广州市租用的公交首末站面积

约为5.84万m2，且将于近期到期，这将进一

步加剧公共汽(电)车停车难问题。同时，房

地产开发项目配建公交首末站移交慢。广州

市中心城区房地产开发项目应配套建设的公

交首末站中，尚有 22个由于各种原因未能

建成移交，导致部分公共汽(电)车占道停

车，影响公共汽(电)车吸引力的提升和道路

的正常运行。

11..44 建设资金不足和投资渠道单一建设资金不足和投资渠道单一

由于土地价格逐年飙升，大多数城市公

交首末站建设资金不足、投融资渠道较窄。

用地高度混合的城市密集地区往往也是高投

入、高地价地段，用于建设公共交通设施的

机会成本很高，因此政府往往注重城市的经

济利益而忽视公共交通设施的建设 [2]。此

外，政府除投入的财政资金外(2009年以来

广州市政府给予公交首末站专项建设费用为

3 000万元·a-1，2014年提高至7 000万元·a-1)，

未能将公交首末站建设与大型商务办公、住

宅楼盘、商场超市等结合考虑，没有充分发

挥土地综合利用效率。

11..55 建设管理机制不完善建设管理机制不完善

公交首末站服务费收费低(广州市枢纽

型和一般型公交首末站的日间营运服务费分

别为620元·辆-1·月-1、530元·辆-1·月-1，夜间

车辆停放费为560元·辆-1·月-1)，不能维持站

场管理运营，经营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例

如，2012年广州市交通站场建设管理中心亏

损 745万元。随着车辆和管理人员增加以及

发改部门 国土部门
土发中心规划部门

发改部门 环保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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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规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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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部门 涉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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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公交首末站规划建设关键流程与主要审批部门

Fig.1 Key process and initial registry authority of bus terminals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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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相配套的综合开发政策，公交首末站

管理成本逐年增加，管理和养护存在较大

困难。

22 香港公交首末站规划建设经验香港公交首末站规划建设经验

22..11 香港公交首末站规划建设指引香港公交首末站规划建设指引

香港的公交站场分为两类：1)由路政署

管辖的枢纽站、换乘中心；2)由公交运营商

负责管理的首末站(香港称服务性终点站)、

停车场、保养场。由于土地稀缺，香港许多

地方需要应用商业甚至住宅建筑物内部空间

配置公交首末站，采取“商业+居住+公交首

末站”模式，使得用地开发得以综合利用，

不仅为公共汽(电)车提供客流，而且商业所

得收益也可以反哺公共汽(电)车规划建设，

为公交优先创造良好环境[3]。

根据《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 [4]，公交

首末站的规划建设首先向规划署申请，规划

署根据申请人编制的报告寻求各部门的审批

意见，包括运输署、民政署、地政署和区议

会等；其次，规划署根据各方书面意见决定

是否提交城市规划委员会审核标准；审核批

准后进行公示，在此期间市民和有关团体可

以反对甚至要求法律复核，最后才进入法定

图则。在此之后提出更为详细的规划指引：

1)规划署进行用地预留后写入地契条款(合

同)，由开发商建设后移交政府进行管理；

2)地政署进行招标时明确公交首末站是否计

容；3)在合同中若无约定，城市规划委员会

可以在项目实施前(规划许可阶段)，将是否

需要配建首末站作为规划许可的附带条件；

4)以上流程均未配建公交首末站，并且开发

商愿意将部分地下空间拨出作为公共空间，

如配建首末站，屋宇署审批建筑图册时，可

根据《香港建筑物(规划)条例》，批出等于拨

出面积 5 倍的楼面面积给予开发商作为补

偿；如果开发商自愿提供超过 5 条公共汽

(电)车线路的站场设施，可以在停车配建指

标的基础上减少15%停车位[5-8](见图2)。

根据《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 [4]第八章

有关城市交通设施规划标准与准则规定：在

市中心人流密集地段公交首末站面积不少于

8 000 m2，而且要求地块平整，内部需设置

至少 8 条港湾式发车通道，提供车辆停车

区、调度室、公共卫生间等配套设施；如果

地处公共屋村、工业区或区域性商业中心，

站场面积可减半，内设至少 4条港湾式发车

通道，提供调度室等配套设施；公交运营商

负责管理的首末站规模一般为 1 000 m2，提

供1~2条线路发车通道，发车港湾式通道不

超过 4条，地块要求取决于站场内夜间停车

和维修车辆的数量。

22..22 香港与内地城市发展策略对比香港与内地城市发展策略对比

香港土地利用实行严格控制、综合开

发，建立了土地利用和交通优化模型。该模

型的基本原则是一个区域或地块开发以交通

容量为上限[4]，强调土地的综合开发；并且

区域或地块由行政长官会同行政局核准规划

图则初审 法定图则
市民和社会
团体监督

城市规划委
员会审查

规划署会同相
关单位审查

规划申请

图
则
复
审

规划署内部图则用地预留

卖地招标章程申明中约定

写入地契调控(合同)

卖地招标章程申明中约定

建筑审批容积奖励鼓励

屋宇署审批建筑图则时，如开发商愿意将部分地下楼
面拨出作公共空间，如配建首末站，可根据《香港建
筑物(规划)条例》，批出等于拨出面积 5倍的楼面面积
给予开发商作为补偿

如合同未约定，用地单位在申请规划许可时，城市规
划委员会可根据《香港城市规划条例》赋予权利，增
加附带条件，包括配建首末站

确定中标单位后，将首末站作为配套建设内容写入地
契条款(合同)，明确开发商负责建设

地政署招标出售地皮时，将配建首末站写入招标章程
申明中，并明确首末站是否计容积率

提供详细的规划参数，以及特定种类的政府或小区用
途，如配建公交首末站，以便协调各项公共工程、进
行卖地和预留土地作为特定用途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图2 香港公交首末站规划建设流程

Fig.2 Process of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bus terminals in Hong Kong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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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则，具有法律效力、不得随意更改。这使

得香港现状仅开发总土地面积的 23.7%，并

且构建了沿公共交通走廊沿线高密度发展的

紧凑、聚集城市空间布局，以及以车站为城

市发展节点的TOD模式。公共交通沿线覆

盖了大量的人口和就业岗位，全港45%的人

口居住在地铁站 500 m范围内，其中九龙、

香港岛等地铁站高达 65%[9-10]。与内地大城

市相比，城市用地资源均短缺，但内地城市

由于未赋予公共交通走廊和车站影响范围的

同步开发、建设，使得TOD模式仅停留在

规划层面，具体落实时总是受利益驱动或其

他因素影响。公共交通车站或者未开发，或

者全部为商业，对城市空间布局引导和车站

的土地混合利用有限。

香港公交首末站规划建设的顺利进行得

益于 5 个方面：1)在《城市土地规划大纲

图》及各类土地契约中落实公交首末站用

地，并且规划图则具有法律效力，行政长官

不得随意更改；2)在文化理念方面香港公共

汽(电)车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公交首末站

往往与高档物业开发相结合(占首末站开发

模式超 40%)，有公交枢纽成为写字楼档次

高的标志；3)利用大型公共建筑底层架空建

设公交首末站，可弥补城市公共空间的缺

失，强化土地的复合集约利用；4)由于前期

《城市土地规划大纲图》将公交首末站用地

落实到法定图则，后续审批程序少、建设周

期短(少于 1年)；5)精细化设计，将公交首

末站开发与市民生产、生活相结合，更多关

注市民出行的舒适、便捷及高效，得到市民

的大力支持。

然而，内地城市公交首末站难以落实有

5个原因：1)由于控规层面没有进行交通影

响评价，在进行区域性控规编制或修编时，

对公交首末站功能考虑较少或预留用地不

足；2)由于片区控规随意调整，原有的部分

公交首末站用地被侵蚀；3)控规调整未考虑

现状，原有的违章建筑尽管不符合用地规

划，但是难以拆迁进行建设；4)未赋予快速

公交走廊(如轨道交通)和车站影响范围内土

地的同步开发、建设，使得轨道交通配套公

交首末站规划不具有法律效力，用地难以落

实；5)由于审批程序复杂、涉及部门众多等

问题，公交首末站建设所需时间较长(一般

3~4年)。

33 公交首末站规划建设建议公交首末站规划建设建议

33..11 制定公交首末站规划实施指引制定公交首末站规划实施指引

为保障配建公交首末站的落实，香港自

上而下制定了完善的实施设计指引，以指导

法定图则、发展单元、城市更新单元等规划

阶段落实配建公交场站，为新建项目的规划

报建、审批、验收等行政管理过程提供支

撑。因此，建议内地城市制定公交首末站规

划指引，在对原有公交首末站专项规划进行

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城市更新和旧城改造、

城市规划战略平台建设(例如广州金融城、

琶洲地区等)、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以

及单个公共建筑的新建及改造等措施，完善

公交首末站配套。同时，开展控规层面和单

体建筑的交通影响评价，严格按照公交首末

站的需求预留发展用地，纳入区域控规的法

定图则，并明确地块的交通设施用地规模、

容积率、编码、界限等，使得各地块可能的

开发组合和开发余量与交通设施容量相协

调。此外，进行用地落实、土地出让、报建

审查等程序，并建议在联合审批的大背景

下，继续优化、缩减审批环节、加快公交首

末站建设审批速度(见图3)。

用地落实主要考虑三个层面：在土地总

体规划层面，考虑公交首末站的用地属性

(即是否为建设区)；在控制性详细规划层

面，考虑用地性质和开发强度是否满足公交

首末站建设需求；在建设规划层面，考虑公

交首末站的用地权属、建设难度等。

33..22 大型公共建筑项目配套公交首末站大型公共建筑项目配套公交首末站

的启动阈值的启动阈值

大型公共建筑项目及旧城改造配套公交

首末站的规划由规划部门审批，各负责推进

的“三旧改造”单位组织实施，交通部门在

该区域的城市设计中提出意见并跟进公交首

末站配套建设。因此，建议结合城市交通实

际情况，制定具备法定效力的公交首末站设

施设置标准，保障公交首末站规划建设的法

律依据。2014年，广州市规划局牵头，市交

通委、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等单位及研究机

构共同制定《广州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设置

标准(修订)》 [11]，根据轨道交通车站辐射范

围和新建项目服务人口配置不同规模公交首

末站(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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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强化轨道交通车站公交首末站的同强化轨道交通车站公交首末站的同

步机制步机制

建议结合轨道交通车站的客流集散量、

换乘需求等，由交通、规划等部门及研究机

构合理规划公交首末站，与轨道交通沿线地

块控规进行同步审批，并落实到法定图则中

作为刚性控制，形成与下阶段轨道交通工程

设计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使用的“三

同步”机制。建议将车站 500 m范围明确由

地铁公司作为开发主体，对复合车站(含公

交首末站和地铁车站)进行综合开发，以及

对规划设计、资金及建设工期等统筹安排，

避免由于审批流程、投资主体、工程界面等

不同造成规划建设不协调，保证公交首末站

与地铁的有效衔接。

33..44 探索现有租用场地转为永久公交首探索现有租用场地转为永久公交首

末站的储备机制末站的储备机制

现阶段各公交企业租用的夜间停车场周

边交通较为完善，具备稳定、成型及良好的

停车条件。因此，建议由市交通部门或地区

政府牵头，对租用地进行公交首末站摸查，

对有条件的公交首末站租用地进行征收储

备。借鉴香港等城市关于《城市土地规划大

纲图》及各类土地契约，将公交首末站用地

落实到法定图则的经验，通过控规调整落实

用地，完成国土征地手续后转为公交首末站

用地。

33..55 房地产开发项目配套公交首末站的房地产开发项目配套公交首末站的

监督机制监督机制

房地产开发项目配套公交首末站，由规

划部门负责前置审批，交通部门负责对方案

提出意见，建设部门负责进行监督。因此，

建议由规划、交通、建设等部门形成共同协

商联合处理机制，确定公交首末站的移交期

限，明确公交首末站建设项目(如住宅)的预

售审核措施等；督促房地产开发项目单位按

时移交配建公交首末站并进行验收，确保在

房地产开发项目首期交付时可同步投入使

用，保障市民的出行需求。

33..66 公交首末站投融资模式及开发模式公交首末站投融资模式及开发模式

转变转变

由于公交首末站建设用地为行政划拨，

城市土地及规划政策不允许配套商业开发，

造成公交首末站土地利用率较低，无法吸引

社会资金参与建设。随着城市土地和建设成

本的日益增加，公交首末站建设财政压力将

逐步加剧。因此，建议借鉴香港的综合开发

模式，对公交首末站通过升级改造、综合开

发，实现集约化土地利用、提高地块利用

率，有条件的公交首末站建议通过调整控规

或缴纳土地出让金等方式，明确允许配建适

当的商业、居住等指标，发展交通综合体。

对于新建地块，规划部门在控规阶段根据地

块用地条件可明确公交首末站兼容商业用地

公交站场(含首末站)专项规划

既有法定图则
(2012版控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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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名称

街道
级公
交首
末站

居委
会级
公交
首末
站

500 m范围
内有无轨道交

通车站

无

有

无

有

用地规模/m2

5 000
6 500*

4 000
5 500*

1 200
1 500*

2 400
3 000*

4 500
5 500*

1 200
1 500*

3 500
4 500*

服务人口
/万人

>3.0

>3.0

>0.7~1.0

>1.0~2.0

>2.0~3.0

>1.0~2.0

>2.0

公共汽
(电)车线
路/条

≥6

≥6

1

≥2

≥4

1

≥2

其他设置要求及服务内容

中心城区公交首末站宜结合商业、娱乐设施设
置，设于建筑首层；
公共汽(电)车运营净用地面积不低于总用地面积
的70%；
根据用地情况，可设置2处以上公交首末站；
新区严格按标准落实，旧区优先落实

中心城区公交首末站宜结合商业、娱乐设施设
置，设于建筑首层；
公共汽(电)车运营净用地面积不低于总用地面积
的70%；
新区严格按标准落实，旧区优先落实

中心城区首末站宜结合商业、娱乐设施设置，
设于建筑首层；
公共汽(电)车运营净用地面积不低于总用地面积
的70%

表1 广州市街道级和居委会级公交首末站设施设置标准

Tab.1 Standards of facilities of bus terminals at street level and community level in Guangzhou

注：带*数值为中心城区以外地区采用的指标。
资料来源：文献[14]。

条件；对于改建地块，可通过向国土部门缴

纳土地出让金或者通过建设—经营—转让

(Build- Operate- Transfer, BOT) 模式进行开

发，实现公交首末站用地配套商业用地的综

合开发。通过经营管理获得商业收益投入到

其他公共交通设施的建设，建立公交首末站

建设管理的良性发展机制。

33..77 完善公交首末站充电配套设施完善公交首末站充电配套设施

依托公共汽(电)车站场专项规划及建设

计划，选取具备条件的公共汽(电)车站场为

试点，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改建，重新规划

建设充电桩和电动车停车位，同步建设纯电

动车辆的充电配套设施，进一步挖掘可建设

充电设施的用地，为公共电车提供充电、停

放和维修等服务功能，鼓励纯电动车的发展。

44 结语结语

未来城市土地特别是大城市中心区土地

资源是稀缺资源，公共交通设施用地短缺仍

将阻碍公交优先发展。因此，保障公交首末

站用地得以落实成为支持公交优先发展的重

要举措。本文剖析香港公交首末站规划建设

顺利实施的五方面原因，即规划图则法律效

力支撑、首末站与物业联合开发、首层架空

复合利用、审批流程和涉及部门少、精细化

设计。在此基础上，提出内地城市公交首末

站规划建设策略，即通过设置公交首末站规

划实施指引、大型公共建筑项目配套公交首

末站的启动阈值、实现公交首末站与地铁站

的同步规划建设、探索现有租用场地转为永

久公交首末站、房地产开发项目配套公交首

末站的监督机制、公交首末站投融资模式及

开发模式转变等策略，为大力推进城市公交

首末站规划建设乃至支持公共交通优先发展

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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