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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城乡客运一体化线网规划研究 

刘霞 祁健 

 

【摘要】随着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迫切需要建立起连

接城乡的一体化公交系统。本文深入分析了西部地区城乡客运一体化的内涵及意义，以宁夏

回族自治区西吉县为例，通过对现有公交线网的梳理分析，提出层次分明、换乘便捷、功能

明确的三级公交网络规划方案及必要的保障措施，为其他同类型西部城市的城乡客运一体化

规划提供建议。 

【关键词】城乡客运一体化；线网规划；西部地区 

 

1 引言 

党的十八大指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

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城乡客运是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统筹

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基础条件，更是为农村经济发展谋取福利的重要推动力。 

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稳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

提高，但是农村社会进步缓慢、城乡差距逐渐扩大的趋势仍未扭转。为了减小城乡差距、带

动地区发展，必须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尤其应加快城乡客运统筹进程，建立城乡公共

客运资源共享、相互衔接、布局合理、方便快捷、畅通有序的新格局。本文以宁夏回族自治

区固原市西吉县为例，重点研究西吉县城乡客运一体化线网规划的内容及保障措施。 

2 城乡客运一体化 

2.1 城乡客运一体化内涵 

城乡客运一体化是连接城乡、布局合理、方便群众出行的公共客运网络模式，将场站建

设、网络布局、车辆运行、经营管理、服务体系等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利用公交化运作方式，

实现城乡居民的有序流动和市场的有序运行，最终达到方便旅客出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

目的[1]。 

城乡客运一体化是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措施，一体化的公共交通体系通常

包括以下内容： 

（1）线网布局的一体化，构建城乡客运网络，方便城乡居民换乘； 

（2）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公交场站、换乘枢纽统一规划，统一布局； 

（3）管理体制的一体化，城市公交、城乡公交由某一职能部门统一管理； 

（4）政策保障的一体化，财政补贴政策、税费政策等统一考虑，保证城乡客运一体化

落到实处。 

城乡客运一体化一般涵盖三个层次，即：城市公交、城镇公交和镇村公交。三级网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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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明确、有机衔接、统一管理，建立起一个高效、便捷、规范的城乡一体化综合公共交通体

系，为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实现小康提供优质的运输保障。 

 

图 1 城乡客运一体化框架图 

2.2 西部地区城乡客运一体化规划的意义 

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稳步推进，西部地区落后的交通条件有了显著改观，但

仍不能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据统计，截止 2011 年底，西部十二省（区、市）

还有约 1000 个乡镇、94000 个行政村未通油路[2]。与农村经济水平和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发展

速度相比，农村客运市场开发滞后，存在线路布局不合理、经营行为不规范、政策保障不足

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规划，对于发展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1）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经济发展，交通先行。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建设，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增强区域经济

活力，保证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过程中城市资源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文

明向农村传播工作的进程，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基础[3]。 

（2）促进城乡资源合理配置，减小城乡差距 

城乡客运一体化的建设实施，有利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促进城乡资源合理配置，

推动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共同繁荣。 

（3）切实解决农村居民出行难问题，满足城乡之间出行需要 

城乡客运一体化是解决农村居民出行难的有效途径，拉近城乡距离，满足居民往来城乡

的需要，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4）完善管理运营模式，规范城乡客运市场 

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城乡之间人员交流日益频繁，西部地区现行城乡客运的管理运营

模式逐渐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客运市场“散、小、乱、差”的现象普遍存在。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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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运一体化的实施，有利于创新城乡客运运营管理模式，建立起稳定而又充满活力的城乡客

运体系，促进城乡公共交通事业的协调发展。 

（5）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树立城市新形象 

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有利于实现城乡资源优化配置，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树立城市新形象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可以完善城乡投资环境，为外来投资者和商务旅客提

供便捷、舒适、安全、优质的道路运输服务。 

3 西部地区城乡客运一体化线网规划研究——以西吉县为例 

本部分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为例，具体分析城乡客运一体化线网规划方案及

措施保障。 

3.1 西吉县城乡客运现状分析 

西吉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南部，总人口 51.6 万人，是宁夏第一人口大县和少数民

族聚居县。现辖 3 镇、16 乡，共 306 个行政村。西吉县道路网建设相对滞后，截止 2010 年

底，西吉县境内公路通车总里程 1903 公里，306 个行政村中通等级公路 268 个，占行政村

总数的 88%。至 2012 年末，全县开通城市公交线路 2 条，城镇公交线路 45 条，初步形成

一个以主城区为中心、辐射乡镇的城乡公交网络。但是，西吉县城乡客运一体化进程中还存

在一系列问题，这主要表现在： 

（1）城市公交 

城市建成区范围公交线网密度为 1.59km/km2，低于《规范》推荐的 2.5~3.0km/km2，公

交线网规模不够，公交服务覆盖不足，城南、城北以及东西新区存在公交服务盲区，不能满

足新兴组团的发展需求。此外，现状公交中途站点分布过密，准点率低，公交服务水平有待

提高。 

（2）城乡公交 

①偏城乡尚未开通城镇公交线路，居民出行主要依靠县际班线、省际班线，沿途揽客现

象严重；②乡镇农村客运站监督管理不善，大部分农村客运站处于闲置状态，利用率不高；

③由于城乡线受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地域等因素影响，客运量因农活和季节的影响而呈现

出周期性的变化，单一的运营手段难以适应市场的需求，运营管理模式亟待提高；④镇村公

交非法营运现象严重，私家车、农用车、三轮摩托车非法载客现象普遍，“黑车”众多，严

重影响城乡公交规范化运营。 

3.2 西吉县城乡客运一体化线网规划方案 

3.2.1 规划目标 

规划的总体目标是：扩大公共交通覆盖面，建立布局合理、衔接得当、方便快捷、畅通

有序的城乡一体化公共交通网络，形成以城市公交为主体、城镇公交为骨架、镇村公交为延

伸的一体化公交网络体系，为实现西吉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实现小康提供优质的运

输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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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吉县“一心、两轴、五点”的城镇空间布局结构为基础，建立以西吉县中心城区为

核心，以东西城镇发展主轴、南北次发展轴为轴线，以兴隆镇、震湖乡、偏城乡、将台乡、

新营乡为重要节点，以其他乡镇为一般节点，以等级道路为纽带的公交网络，实现城乡公交

一体化，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 

3.2.2 规划思路 

线网规划中，贯彻“分区、分级”两大概念，构建三级网络体系：西吉县城区内部公交

线路构成公交一级网络；各乡镇与西吉县城之间的、各乡镇之间的公交线路构成二级网络；

各乡镇向下辐射至各行政村的公交线路构成三级网络。不同等级线路功能不同，通过换乘枢

纽合理衔接，形成层次分明、换乘便捷、功能明确的城乡客运一体化体系。 

3.2.3 规划方案 

（1）公交一级网络 

以西吉县城区“两轴、一带、三心、四区”的空间结构为基础，远期公交一级网络应覆

盖中部综合服务区、袁河新城、东部居住商贸区和东部工业物流区四个片区，完善新老片区

之间的联系。 

西吉县公交一级网络远期共规划 5 条公交线路。新增 3 路、4 路、5 路，覆盖城南、城

北等公交服务盲区，实现东西组团的有效连接；延伸 1 路、2 路，线路的首末站连接城区新

兴组团，强化各区之间的公交联系。 

（2）公交二级网络 

西吉县公交二级网络远期共规划 60 条公交线路，以西吉县城区为中心、以兴隆镇、新

营乡、将台乡、震湖乡、偏城乡重点乡镇为重要节点，主要包括城区与乡镇之间的联系线路

和部分乡镇之间的联系线路。其中，城区与乡镇间的联系线路还包括一般线路和公交快线。 

1）城区与乡镇之间的一般联系线路 

公交二级线路重点服务县城与各乡镇的直达客流，以快捷、舒适、高档为服务宗旨，城

区与乡镇之间的一般线路是西吉县公交二级网络的基础。综合考虑西吉县自然地理条件及居

民出行需求，远期开通西吉县—偏城乡的公交线路，填补空白；将部分已有线路的终点适当

延伸至道路条件较好的行政村，提高村民出行的便利性；适当增开距县城较远的重点乡镇线

路，距县城较近的线路减少发车班次，以远带近，增强远线对沿线的辐射作用，增加公交企

业经济效益。 

2）城区与乡镇之间的快速联系线路 

远期开通西吉—兴隆、西吉—新营、西吉—偏城、西吉—震湖、西吉—将台的城镇客运

快线，依托良好的道路条件，实现大量、快速和高密度运输，提高公交服务质量，满足不同

出行需求。 

3）部分乡镇之间的联系线路 

远期西吉县公路建设改造升级加快，“五纵四横”的公路网主骨架将带动公路沿线乡镇

的发展，乡镇之间的联系加密。规划新增沙沟乡—偏城乡的直达线路、田坪乡—红耀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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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乡—火石寨乡云台山—白崖乡的北部线路、震湖乡—兴平乡—将台乡—马莲乡的南部线路

和偏城乡—马莲乡巴都沟—什字乡的东南线路，增强重点乡镇的辐射带动作用，方便沿线村

庄群众出行，同时对西吉县旅游资源的开发也具有重要意义。 

 

图 2 西吉县公交二级网络远期规划图 

（3）公交三级网络 

公交三级网络即各乡镇与行政村之间的公交联系线路，是公交二级网络的重要补充，能

够增强西吉县公交线路的通达深度，集散客流，提高公交线网密度，填补线路空白。对于存

在“出行难”问题的西部山区居民而言，公交三级网络的规划建设不可或缺。 

西吉县地处宁南山区，山大沟深，道路条件相对较差，在公交三级网络规划过程中，必

须将出行安全列为重中之重，充分考虑地方特点，从实际出发，合理规划布局。远期公交三

级网络共计 59 条线路，可在 2km 范围内实现 100%行政村公交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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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公交三级网络线路一览表 

序号 线路名称 序号 线路名称 序号 线路名称 
1 芦子沟—泉儿湾 21 井湾—关儿岔 41 明星—将台乡 
2 套子湾—短岔 22 李沟—田坪乡 42 坟湾—范湾 
3 水岔—高同 23 二岔—黄家岔 43 民联—郎岔 
4 杨河—吉强镇 24 白虎—庞湾 44 新庄—高塬 
5 下范—兴隆镇 25 杨路—马建乡 45 苏家沟—红泉 
6 唐岔—川口 26 红庄子—震湖乡 46 高崖—花儿岔 
7 张齐—兴隆镇 27 陈岔—毛坪 47 姚家庄—曹垴 
8 岳岔—兴隆镇 28 虎家湾—王堡 48 杏树湾—双羊套 
9 张新堡—八岔 29 堡湾—王湾 49 榆木沟—伏垴 
10 王庆—中岔 30 张村堡—林家沟 50 阳村—叶家沟 
11 三合—平峰镇 31 何家庄—黑虎沟 51 桃包—叶家河 
12 沿坪—金塘 32 白家甘岔—庙湾 52 窑儿湾—泉沟垴 
13 张家屲—陈阳川 33 北台—马家沟 53 斜路屲—库房沟 
14 石岘子—王皇沟 34 余堡—什字乡 54 阳屲—鹞子川 
15 甘沟—庙儿岔 35 李海—什字乡 55 余套—白崖乡 
16 吴家沟—万达川 36 北坡—罗曼沟 56 蝉窑—罗庄 
17 洞子沟—上岔 37 麻子湾—堡子山 57 新开—石山 
18 大窑滩—甘井 38 八代沟—冯湾 58 小川—火石寨乡 
19 小堡—张白湾 39 甘岔—火家集 59 周康—王民乡 
20 大堡—小岔沟 40 深岔—李家嘴头   

 

（4）三级公交网络衔接 

城乡客运一体化线网的布设是基于整个县域范围，如何实现三级网络的无缝衔接和合理

换乘，是提高公交运输效率、决定整体公交线网规划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1）一级公交网络与二级公交网络的衔接 

由于西吉县城区规模较小，道路交通量较小，且对外客运枢纽站——西吉客运西站位于

城区东部，因此，一级、二级公交网络的衔接采用穿越式。二级公交线路由乡镇进入城区，

从城市中心穿过，利用固定城市公交站台作为公交下客点，终点位于西吉客运站枢纽站。 

2）二级公交网络与三级公交网络的衔接 

二级公交网络与三级公交网络的衔接主要依靠各乡镇的农村客运站，二级公交线路终点

设有专门的回车场及休息站亭，方便车辆掉头及司机乘客休息，乘客可在客运站换乘三级公

交，在途经行政村、居民聚集区的招呼站下客。 

3.3 保障措施 

（1）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城乡客运一体化提供基础保障 

第一，根据规划公交线网和通车的需要，确保各等级道路畅通，道路网的规划建设应充

分考虑公交线网规划的滚动实施计划，确保道路网络超前满足城市公交线网布设的需要。第

二，完善公交场站建设，加大扶持力度，加快资金投入，严格控制场站建设用地，鼓励和支

持公交场站建设运营、资源共享。第三，重视公交智能管理调度系统建设，保证运营高效有

序，提高经济效益。 

（2）加强监督管理，规范客运市场 

城乡客运市场应强化相关部门的管理监督职能，一方面完善城乡公交服务，保证安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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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另一方面，加强对非法营运现象的打击处罚，不断优化农村客运环境。 

（3）切实推进政策保障，加快城乡客运一体化发展步伐 

公交系统作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其发展必须得到政府政策的扶持和保护，通过采取一

系列的财政补贴政策、税费政策和土地政策，将城乡客运一体化落到实处。 

4 结语 

西部地区城乡客运一体化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任重而道远，需要合理规划，逐步实

施。本文以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为例，着重阐述了西吉县城乡客运一体化线网规划方案，

提出重要保障措施，为其他同等规模和发展水平的西部城市的城乡客运一体化规划提供了方

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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