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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汽车首末站是保障公共汽车运营的关键基础要素，是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必须资源

投入。受用地供给制约，首末站普遍存在不合理、不永久的问题。佛山市南海区通过推行首末站配

建机制为城市首末站建设的用地供给难题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该机制形成了一套由阈值启动、

土地出让合同纳入、建设总图把控、竣工验收、产权移交等过程组成的、与土地开发流程紧密结合

又互相适应的约束机制，以政府印发管理办法的形式保障了首末站配建机制的有效实施。结合南海

区的实践，总结了配建首末站机制实施的关键经验和问题并给出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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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s depot stations are the key compositions in transit systems and necessary infrastructure

for the city to ensure daily operation as well a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However, constrained by land use, most of the bus depot stations are located inappropriately or tempo-

rarily. To solve such problems, Nanhai District of Foshan has put forward the policy of construction at-

tached bus depot stations, hoping to relieve the burden of limited land suppl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bus depot stations. A set of relevant mechanisms are formed, which are closely integrated and adapted

with the land development process. Such mechanisms include threshold activation, land transfer con-

tract inclusion, construction master plan checked, completion acceptance, and property rights transfer.

Furthermore, the government has issued management measures to ensure the policy's effective imple-

mentation.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Nanhai distri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key experience and

problems encountered and provides suggestion to improve th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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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城市公共汽车首末站(以下简称“首末

站”)相对于中途站具有发车准时、有座率

高等特点，是具备高品质公共汽车服务能力

的优质资源；同时车辆运营调度都依赖首末

站组织，因此首末站是保障公共汽车运营的

关键基础要素、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必

须资源投入。但因早期对其建设投入缺乏重

视，城市普遍存在首末站存量不优、增量乏

力的问题。

在首末站存量方面，普遍存在大量的占

道、临时首末站，既有资源质量不优。例

如，佛山市南海区超过 73%的首末站为占

道、临时场站形式。大量的占道首末站一方

面占用道路资源、干扰社会车辆运行，另一

方面也普遍出现社会车辆占用公共汽车到发

车位，影响车辆发班调度的现象。此外，由

于用地权属不合法，相应的站房设施、充电

设施无法配套建设，进而产生了驾驶员工作

期间吃饭难、喝水难、如厕难问题，也制约

了新时期纯电动公共汽车的推广。

在首末站规划建设方面，传统的首末站

规划为独立占地(S41)形式，依靠政府土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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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拨和直接财政投入。这一形式客观上存在

土地利用不集约、土地价值的浪费，同时也

给地方政府造成了较大财政负担，进而产生

了首末站规划调整多、土地落实难、建设进

度滞后等问题，致使首末站设施供给增长

乏力。

为应对上述问题，中国内地城市从2011

年左右开始学习香港经验引入首末站配建机

制。文献[1]系统地介绍了深圳市早期以非独

立占地为主的配建首末站实施机制。文献[2]

总结深圳市首末站配建实践并提出完善规划

体系、优化规划方法、完善实施机制的建

议。近年来，随着城市用地开发进入存量阶

段，集约高效利用土地的理念越来越得到重

视，首末站配建的做法逐渐得到重视及应

用。为更科学、有效地促进首末站配建机制

的落地，为首末站配建过程中遇到的与土地

开发协调问题提供解决思路，本文对佛山市

南海区近 10年的首末站配建实践经验进行

总结。

11 南海区公共汽车首末站配建机制现状南海区公共汽车首末站配建机制现状

首末站配建机制是指将首末站作为配套

公共设施并与城市土地开发捆绑建设的一种

模式。该模式最早始于中国香港 [1]。2011

年，佛山市南海区学习香港经验，开始在本

地探索与用地开发相结合的首末站配建机

制。经过多年的本地化适应，基本形成了阈

值启动—土地出让合同纳入(规划条件中纳

入)—建成移交的大致过程，为破解传统独

立占地首末站规划实施难的问题提供了有效

解决途径。

1）阈值启动。

在土地出让前，土地管理部门将拟出让

地块信息发送给交通主管部门征求意见，交

通主管部门采用“双约束”标准，即由项目

地块面积和建筑面积规模(见表1和表2)确定

该开发项目是否需要配建首末站。

2）首末站规模确定。

表 2中的建筑规模阈值是指达到设置一

条公共汽车线路的项目开发量 (即建筑面

积)，配建首末站规模根据上述标准以四舍

五入的原则取整匡算出线路数，再结合表 3

中的规定进行综合计算。

3）土地出让纳入。

土地主管部门接到交通主管部门的反馈

意见后，将首末站配建的要求(一般包括首

末站面积、特殊设施建设要求、产权移交等

要点)纳入规划条件。例如佛山某项目规划

条件中关于配建首末站的要求如下：A区配

建面积不少于 3 000 m2的公共汽车场站；按

交通部门要求配置公共汽车充电桩，实施标

准应符合“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

(GB/T 20234)系列国家标准和《电动汽车充

换电设施工程施工和竣工验收规范》 (NB/T

33004—2013)的有关要求。站场建设及移交

要求符合《佛山市城建项目公共站场配建管

理办法》 (佛府办〔2013〕 26 号)以及《佛山

市南海区土地出让阶段公交站场规划配建管

理办法》 (南府函〔2017〕 71 号)的规定。规

划条件中的要求会最终体现在土地出让合同

中，与楼盘开发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

竣工、同步交付使用。配建首末站的建筑面

表1 应配置首末站的建设项目用地规模控制标准

Tab.1 Land use standard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for attached bus depots

用地类型

居住

其他

建设项目最小用地面积阈值
/m2

8 000

7 000

配建首末站占项目地块面积
的比例/%

12.5

15

表2 应配置首末站的建设项目建筑规模控制标准

Tab.2 Building area control standard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for attached bus depots

建筑类型

居住

商务办公

商业服务

教育科研

医疗卫生

文体娱乐

配建阈值/万m2

一类区
(轨道交通车站
800 m范围内)

24

14

12

13

14

9

一类区
(轨道交通车站
800 m范围外)

14

9

7

8

8

6

二类区
(轨道交通车站
800 m范围内)

26

18

15

19

19

13

二类区
(轨道交通车站
800 m范围外)

18

11

9

12

12

8

表3 配建首末站最小使用面积标准

Tab.3 Minimum area standard of attached bus depots construction

公共汽车场站线
路数/条

1

2

≥3

首末站规模/m2

一类区

800

1 300

1 300+600( n -2)

二类区

1 100

2 000

2 000+900( n -2)

村居地区

350

700

注： n 为线路数。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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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不计入项目容积率。

4）竣工验收及产权移交。

土地建设项目完工后，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先行查验配建首末站。在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查验合格后，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方

可组织工程竣工验收并发放竣工工程备案证。

南海区专门成立了公共汽车场站管理公

司。配建首末站通过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

单位与南海区场站管理公司签订移交协议，

配合其办理首末站的相关转移登记手续。佛

山市配建首末站的运作机制如图1所示。

以配建首末站运作机制为抓手，南海区

实现了首末站与城市土地开发同步建设的一

盘棋。尤其是随着城市更新的推进，一些人

员出行集中但用地资源紧张的老区也同步增

加了首末站设施供给，为首末站的用地供应

难题寻找到了有效的解决途径。2011—2019

年，南海区共建成配建首末站 44处，在建

48处(纳入已出让建设项目中)，区域内公共

交通的服务水平得到提升。2019年，南海区

公共汽车客运量同比增长了 1.9 个百分点。

配建首末站得到了市民、开发单位的普遍认

可，楼盘开发主动配套公共汽车场站，公共

汽车服务提升地块价值的良性循环初步显现。

22 配建机制有效实施的关键配建机制有效实施的关键

首末站配建制度涉及政府内部多部门，

政府、地产开发单位、业主等多主体之间的

协作。南海区配建首末站机制的有效实施关

键在于形成了一套与土地开发流程紧密结合

又互相适应的约束机制(见图2)。

1）建设形式简化。

受传统首末站会产生噪声、尾气污染等

观念的影响，配建首末站会受到来自市民、

开发单位等利益相关方的阻力。为此，南海

区对配建首末站建设标准进行优化，剥离车

辆维修、保养功能，仅保留调度、送客的优

质服务功能，极大地避免传统场站对周边建

筑的负面影响；同时缩小占地规模，从而减

少了首末站配建的社会和土地开发单位阻力。

2）土地出让阶段嵌入。

配建首末站的实施主体是土地开发单

位，土地出让合同的约定是确保配建首末站

实施的关键。对此，南海区政府将交通主管

部门列入土地出让联席会议(实行一票否决

制)；对拟出让土地项目进行首末站启动阈

值的把关，对于达到启动阈值的项目严格落

实首末站配建要求，由规划主管部门将其纳

入土地出让规划条件。土地出让后，首末站

配建要求作为土地开发规划条件的重要内容

纳入土地出让合同，形成法定文件，进而有

效确保了配建首末站的落地实施。

3）规划审批阶段把控。

为确保土地开发单位配建的首末站符合

图1 配建首末站流程

Fig.1 Procedure of attached bus depots construction

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匡算线路条数

确定首末站规模

土地出让(规划条件)

明确规划控制要点

纳入土地出让合同

是否达到阈值

是

竣工验收

产权移交

出具站场验收意见

不配建
否

竣工验收及
产权移交

土地出让纳入

规模确定

阈值启动

建设工程方案设计审查
(建设工程总平面图)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土地招拍挂

规划条件拟定

土地整理

产权登记

竣工验收

建设工程施工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配建首末站建设要求随规划条
件纳入出让合同

开展交通影响评价，确定配建
首末站规模并纳入控制要点

交通部门参与土地出让联席会
议，根据土地拟开发情况确定

是否配建首末站

开展交通影响评价，确定配建
首末站位置、出入口、内部功

能布局

配建首末站建设要求随规划条
件纳入出让合同

开展交通影响评价，确定配建
首末站规模并纳入控制要点

土地开发流程 首末站配建管理关键机制设计

图2 首末站配建管理机制

Fig.2 Mechanism of attached bus depot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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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汽车运营使用要求，南海区对有配建首

末站的土地开发项目开展“两阶段”交通影

响评价。第一阶段为草拟规划条件阶段，主

要根据土地开发规模和周边交通需求确定配

建首末站的合理规模，纳入规划条件；第二

阶段为建筑总图报建阶段，对首末站的选

址、内部设施组成、功能布局、外部交通条

件等进行规划设计把关，确保配建首末站可

建、可用。

4）竣工验收阶段约束。

为严把工程施工质量，土地开发项目竣

工后，南海区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进行首末

站的现场查验，其结果作为住房和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组织建筑工程竣工联合验收的前提

条件。对于配建首末站未同步建成的、建设

不符合规划条件或者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要求

的，在整改完成前，规划主管部门不予办理

规划条件核实、不予办理不动产登记相关业

务，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予办理工程

竣工验收备案手续。

5）产权移交明晰。

随着国家产权体系的逐步完善，考虑到

未来场站可能的改造需要，必须明确配建首

末站的产权归属。对此，南海区专门成立了

场站管理公司作为统一的首末站接收主体；

南海区规划主管部门在土地出让前的规划条

件中明确规定配建首末站的不动产权归政府

或政府指定机构所有，建成后其不动产权应

无偿移交；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后，配建首末

站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统筹管

理使用。

6）配建机制法制保障。

针对上述关键机制，南海区形成了一套

管理办法和一套技术标准文件，由区政府正

式颁发，以法规的方式确定流程及部门职

责，实现了机制的良性运转。

33 首末站配建机制存在的问题首末站配建机制存在的问题

南海区公共汽车首末站配建机制引入

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处于与土地开发相磨

合的边摸索边完善状态，在过去的实践中也

出现了配建首末站建成滞后、与主体建筑融

合度不够、缺乏片区统筹、产权关系不明等

问题。

1）配建首末站建成时序的刚性要求不

足，设施供给存在滞后。

在实际的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部分土

地开发项目存在一次拿地、分期建设的情

况，整个项目开发周期往往持续数年。目前

因规划条件对首末站的交付时间未做明确规

定，首末站与上述大型项目配套建设时，通

常会被开发单位安排至项目最后一期建设，

导致部分首末站设施供给存在较大的时间滞

后性。

2） 配建首末站的面积类型要求不明

晰，造成首末站与建筑物融合度不够。

一些建设项目规划条件内关于配建首末

站的面积是“建筑面积”还是“占地面积”

未做明确规定。另外，由于土地开发单位从

节省建设成本考虑，南海区90%以上的首末

站为无建筑物上盖的建设形式，客观上造成

了首末站与建筑物之间的分离，影响了公共

汽车服务体验。深圳市在建设项目规划条件

中明确了配建公共汽车场站面积要求为建筑

面积，建成的配建首末站基本为建筑物底

层形式 [2-3]，为该问题提供了可借鉴的解决

思路。

3）自下而上的阈值启动机制缺乏片区

统筹[4]；新区过密，旧区难增。

依据现行以最低阈值启动项目配建首末

站的自下而上机制，城市外围新区因存在连

片大地块开发，导致新区配建首末站密度较

大，客观上造成了一定的设施浪费；而旧城

更新地块普遍较小，难以达到启动阈值，导

致首末站设施缺口依旧难以弥补。

4）产权办理流程尚需细化，无建筑上

盖首末站整体确权、产权办理经费承担等事

项尚需明确。

根据现行的产权办理规则，建设项目中

无建筑物覆盖的场地不能独立办理产权，只

能作为公共空间，进而造成了后期加建设施

的流程烦琐(根据物权法规定，应取得全体

业主2/3以上的同意)及场站后期多元经营的

收益合法性问题 (理论上应该全体业主共

有)。既有管理规定中未明确配建首末站产

权办理中的产权移交专项资金、物业维修资

金等经费来源，也为首末站接收单位造成了

产权接收的经费障碍。

44 首末站配建机制完善建议首末站配建机制完善建议

1） 完善土地出让规划条件的设置规

则，明确面积类型要求和先建先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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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划条件内关于配建首末站的要求

中，明确“配建建筑面积不少于XXX m2的

首末站”的面积类型要求；按照先建先配原

则明确“建设单位须在项目首次规划验收前

完成公交站场的建设任务”的规定，从而弥

补首末站建设形式和建设时序的漏洞。

2） 在坚持首末站配建机制的前提下，

进一步加强首末站片区统筹，加强与城市控

制性详细规划的对接。

针对仅依靠阈值启动出现的新区首末站

过密、旧区首末站难补足的问题，建议加强

自上而下的片区设施布局统筹，以开展控制

性详细规划交通影响评价(与控规编制同步)

的形式，逐片区统筹首末站具体选址布局方

案(方案具体选址可结合规划地块开发规模

和阈值启动规则制订)，以弹性设施的控制

形式纳入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同时保留配

建首末站的阈值启动机制作为结合土地开发

小范围优化调整总体布局方案的抓手。即每

开发一个建设项目则检验其是否达到启动阈

值，若未达到，总体布局方案不做调整；若

达到启动阈值同时总体布局方案有配建首末

站布局，则总体布局方案不做调整；若达到

启动阈值同时总体布局方案无配建首末站布

局，则考虑所在地块周边 500 m范围内的首

末站总体规划布局，若 500 m范围内有规划

配建首末站，则调整首末站规划点位至该地

块，若 500 m范围内无规划配建首末站，则

新增配建首末站。

3）细化产权办理规则，明确产权办理

费用承担方。

针对南海区无建筑物上盖的配建首末站

无法独立确权的问题，建议进一步与产权办

理单位对接，由土地开发单位在申请用地首

次登记时，对首末站物业的不动产权证和相

关的土地权属指标分配进行计算登记，完善

配建首末站产权登记内容。同时在首末站配

建管理办法中，应明确“配建公交站场办理

产权登记或移交过户所产生的税费和相关费

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4）丰富首末站配建捆绑的土地开发类

型，重视轨道交通车站周边首末站配建，设

置既有首末站的“占一补一”机制。

目前城市轨道交通正处于快速建设中，

应抓住轨道交通建设带来的沿线城市空间重

塑关键期，将首末站配建机制纳入轨道交通

车站的建设中，作为重要配套设施予以优先

保障，为未来轨道交通与公共汽车的运营

融合，打造MaaS一体化出行服务提供设施

基础。

同时城市进入了存量开发阶段，部分处

于城市建成区的既有临时、租用首末站的存

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周边的公共汽车出行需

求，在长期的使用中也与公共汽车线网形成

了稳定的结构关系。独立占地的临时、租用

首末站土地利用低效，应服从土地集约利用

的大局进行综合改造。但要设置“占一补

一”的管理机制，即在城市更新中占用的首

末站应在土地开发地块中同步落实首末站配

建，以满足公共交通设施的总量不减与有序

更新。

5）地方政府配套印发首末站配建技术

指引，指导配建首末站的标准化建设。

鉴于配建首末站的设计由不同土地开发

类型的建筑设计单位分别完成，为确保其建

成后设施标准一致、配套齐全，满足公共汽

车运营使用要求，建议由地方政府在印发首

末站配建管理办法的基础上，组织研究配建

首末站的建设技术指引并印发执行。其中，

明确首末站内停车坪、回车道、洗车区、候

车廊、落客位、落客区、发车位等设施配置

要求；同时为适应新时期纯电动公共汽车的

推广要求，应额外明确所有的停车位均需配

置充电桩，场站配备充电堆、配电器等要

求；给出典型的场站布局方案，指导配建首

末站的标准化建设。

55 结语结语

佛山市南海区通过近 10 年的探索实

践，形成了一套与土地开发流程紧密结合又

相互适应的首末站配建机制：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纳入土地出让联席会议、首末站配建要

点纳入土地出让合同(规划条件)、建筑总图

报建阶段开展交通影响评价、建设项目竣工

验收前开展首末站先行查验、首末站产权移

交等经验做法值得国内其他城市借鉴。在实

践中出现的建设时序和建设类型刚性要求不

足、片区缺乏统筹、无建筑物上盖场站无法

整体确权等问题也值得国内其他城市注意。

本文最后围绕上述问题初步提出了应对思

路，下一步应有针对性地开展细化研究，完

善相关实施细则。

(下转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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