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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建设项目配建公交站场规划管理政策研究 

王琢玉 李健民 张海雷 

 

【摘要】佛山市目前公交站场的供需比例严重失衡，规划的公交站场也因为各种原因难以落

实建设，佛山市现行政策对推进公交站场建设也难以起到积极作用，在此情况下，本次研究

参考国内其他城市的成功经验，以建筑物配建公交站场作为突破口，制定建设集约化、区域

差异化、指标标准化的策略，提出配建公交站场的规模配置标准，要求居住、商业服务、办

公、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用地开发必须配建公交站场，并提出了分区域各类用地配建公交站

场的规模标准，为城市规划管理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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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是提高道路交通资源利用效率、缓解交通拥堵的重要手段，也是改善

城市居住环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公交站场设施的有效供给是保障公共交通

高水平服务的重要因素，目前，国内大部分城市都在积极探索和实践利用住宅、商业、办公

等公共建筑配套建设公交站场的建设模式，在集约用地的基础上，对加快推进公交站场的建

设也有着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受制于用地难以保证、专项资金缺乏、政策倾向不均衡等诸多因素影响，佛山

市公交站场的建设进度缓慢，规划的公交站场也没有及时落到实处，严重制约了城市公共交

通的发展。本次研究将结合佛山市的发展现状，从规划管理方面，探索适合佛山城市特色的

配建公交站场发展政策，加快推进公交站场建设，提高公交站场供给水平。 

1 现行政策面临的问题 

佛山市现已完成了多个公交站场的专项规划，对全市独立用地的公交站场进行了规划布

局，并在控规中予以用地落实，但与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存在同样的问题，独立用地

的公交站场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建设较难推进。目前佛山市公交站场供不应求问题较为严

重，供需比仅 50%，缺口较大，且其中 86%的公交站场是租借用地，在规划管理层面属于临

时建筑，因此，站场设施的缺乏降低了公共交通的服务品质，直接影响公共交通的发展。 

为解决规划公交站场建设难的问题，佛山市也借鉴其他大城市的经验，以配建公交站场

作为突破口，并颁布了一系列管理办法，强制要求住宅、商业等用地开发时必须配套建设公

交站场，但从实际操作情况看，现行政策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公交站场建设的推进情况

仍不容乐观。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现行政策操作难——缺乏具体的规模标准和规范 

现行政策只是粗放式的要求住宅、商业等用地开发时必须配套建设公交站场，但对于具

体配套建设的规模并没有明确的标准指引，此外，配建公交站场的建设形式、站场内设施要

求、方案设计标准、建设时间要求等也缺乏相应的标准规范，从而导致在土地出让、以及核

发地块的规划设计条件时，难以将这些具体的建设要求落实到法定的审批文件中，便无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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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已规划的配建公交站场的落实建设。 

（2）现行政策控制难——对规划行政管理的强制措施有待加强 

现行政策尚未形成完善的政策体系，目前所颁布的管理办法均只是针对单个地块开发时

要求其配建公交站场，属于个案，是对增量地块的查漏补缺。这种方式在短期内作为加快推

进公交站场建设的手段可以起到一定的效果，但长远来说，政策应加强对规划行政管理的掌

控，对配建公交站场建设的规划行政审批流程的每个环节都有具体的强制管理措施，以规划

为主导，自上而下的规范和引导配建公交站场的建设。 

（3）现行政策落实难——尚未明确协调合作的监管机制 

现行政策未明确严格的协调合作监管机制，包括对规划的监管、对设计的监管、以及对

建设的监管。对规划的监管是指在编制控规、用地规划审批阶段的监管，控规的编制应该要

严格要求对配建公交站场的用地控制，用地规划审批则是要明确配建公交站场的规划设计要

点；对设计的监管是指对配建公交站场设计方案的审查，考虑到交通部门是公交站场的行业

主管部门，在设计方案审查时，应明确要求交通部门的参与，加强交通和规划部门间的协调

合作；对建设的监管是指在竣工验收时，也要通过交通部门和规划部门的合作，对规划的配

建公交站场进行验收。 

2 经验借鉴及启示 

综观上海、广州、深圳、哈尔滨、武汉等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以及公交站场的建设，管

理法制化、规模标准化、政策倾斜化是成功的经验，从规划、法规、技术等方面系统地提出

了公交站场的相关政策。因此，针对佛山市现状公交站场的主要问题，借鉴其他城市取得的

成功经验，对佛山市得出如下启示。 

（1）细化标准，制定规范，为规划设计和建设提供指引 

现行政策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规模标准的缺失，而公交站场的建设规模与地区周边的公

交需求息息相关，为确保公交站场建设规模的合理，建设用地效率的最大化，以及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平衡，必须对配建公交站场的建设规模、设计标准等提出具体的标准指引。目

前，上海、深圳、哈尔滨等城市也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均陆续研究并明确了具体的建设规

模，对不同类型不同建筑面积需配置的公交站场的规模提出了明确的规模指引。佛山市也应

参考这些城市的相关政策，明确规定需要配建公交站场的用地类型，各类用地配建公交站场

的规模标准以及配建公交站场的用地面积及服务线路数等。 

（2）理顺流程，抓住要点，加强规划行政管理的控制性 

在规划行政管理方面，法定规划中控制的公交站场必须要在规划行政审批的基础上才能

落实到建设，因此，顺畅的规划管理机制、严格的规划审批标准是公交站场发展的必要条件。

深圳市在《深圳市大型建筑公交站场配建指引》中规范了公交站场的规划行政管理流程，提

出了规划编制、规划检讨、土地出让、报建审批四阶段的规划行政管理流程，并对各阶段制

定了具体的管理标准和模板规范，佛山市也应结合本市实际情况，理顺规划行政管理机制，

并相应的制定其管理的规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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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鼓励政策推动社会力量建设公交站场的积极性 

目前佛山市大多数公交站场的投资主体是政府或国有企业，资源来源途径较为单一，由

于政府的投资力度有限，导致公交站场建设专项资金的缺乏，从而使得其建设进度缓慢，配

建公交站场作为目前发展趋势，是加快推进公交站场建设的重要手段。但从经济效益分析，

开发商对于建设配建公交站场的积极性并不高，因此，参考上海、武汉、哈尔滨等城市的经

验，提出一些减免税率、增加建筑密度、公交站场不计入容积率测算等鼓励措施，来吸引开

发商选择征用包含配建公交站场的地块开发建设。 

（4）成立综合性公交站场管理机构，完善监管机制 

目前广州、深圳等城市都有一个专门的站场管理中心作为公交站场的管理机构，负责公

交站场的行业管理，佛山市也可借鉴这种模式，由公交站场的行业主管部门牵头，各相关规

划、交管、环保、消防等部门合作，成立站场管理中心，由其专职负责公交站场的规划、设

计、建设、运营，由专职部门负责，可体现公交站场管理的一体化，同时，在管理中心的内

心，也可加强各相关部门间的沟通协调，完善监管机制。 

3 政策体系发展策略 

策略一：集约化策略，构建“配建＋综合车厂”模式的公交站场设施体系 

针对佛山市现状公交站场建设难的问题，应及时转变观念，更新发展模式，构建“配建

＋综合车厂”的城市公交站场体系。公交车站以结合地块开发配套建设的公交首末站和枢纽

站为主，集约化用地，站场内仅提供公交线路发车、上落客、掉头、乘客等候以及首班车夜

间停放的服务功能，而车辆维修保养、洗车、加油、夜间车辆停放、线路及站场管理等功能

需利用专门的综合车厂解决。 

策略二：差异化策略，分区域引导配建公交站场的建设 

为保持与上层规划的衔接性，参考《佛山市交通发展白皮书》，将佛山市分为一类区、

二类区、三类区、四类区四个区域（如图 1），针对四类区域提出不同的配建公交站场发展

政策，体现差异化发展。 

 

图 1 佛山市配建公交站场政策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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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三：标准化策略，提出配建公交站场的建设规模标准 

目前佛山市尚未有明确的标准指引配建公交站场的建设，而公交站场的建设规模与地区

周边的公交需求息息相关，为确保公交站场建设规模的合理，建设用地效率的最大化，以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本次政策将通过科学的理论分析，提出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建筑

配建公交站场的规模标准，明确规定需要配建公交站场的用地类型，各类用地配建公交站场

的规模标准以及配建公交站场的用地面积及服务线路数等。 

4 配建公交站场规模标准 

4.1 研究思路 

以解决“配哪里、如何配、配多大”为目标，以“公交需求控制下限、用地供给控制上

限”为方法，确定不同类型地块不同开发强度下配建公交站场的规模参考值。 

 

图 2 佛山市配建公交站场规模标准研究思路 

4.2 配建规模标准 

通过研究，提出居住、商业服务、办公、文化体育、医疗卫生、交通设施等类型用地应

考虑配建公交站场，并根据公交需求和供给平衡模型确定了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用地配建公交

站场的启动阈值，以及配建公交站场的最小及最大控制规模，如下表所示。 

表 1 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建筑配建公交站场的建筑规模阈值 

用地类型 

配建公交站场的建筑规模阈值（万平方米） 
一类区 二类区 三类区 四类区 

轨道区 
非轨道

区 
轨道区 

非轨道

区 
轨道区 

非轨道

区 
轨道区 

非轨道

区 
居住 10 5 11 6 11 6 13 7 

商业服务 6 3 7 4 7 4 8 4 
办公 9 5 9 5 10 5 11 6 

文化体育 6 3 6 3 7 4 8 4 
医疗卫生 15 8 16 9 19 10 22 12 

注：1. 轨道交通站点周边 800 米半径范围内为轨道影响区，轨道交通站点周边 800 米半径范围外为非轨道

影响区；2. 对于保障性住房、安居房等小户型的居住小区，由于其私人小汽车拥有水平相对较低，客

流出行主要以公交为主，因此，可适当降低阈值，提高配建公交站场的服务水平；3. 考虑到交通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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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特殊性，建议交通设施类用地在建设前开展专项研究确定配套设置公交线路的数量；4. 考虑到

城市各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建议一、二、三类区标准采取强制执行政策，四类区参考执行。 

 

表 2配建公交站场的最小规模 

公交站场线路数 
公交站场规模（平方米） 

一类区 二类区 三类区 四类区 
1 条线路 800 800 1000 1200 
2 条线路 1200 1200 1500 1800 

3 条及 3 条以上线路 
每增加一条线

路，增加 500 
每增加一条线

路，增加 500 
每增加一条线

路，增加 600 
每增加一条线

路，增加 700 

表 3 佛山市可配建公交站场的最大规模控制标准 

用地类型 
建设项目用地面积 

（平方米） 
公交站场面积占项目用地

面积的比例 
配建公交站场的最大规模 

居住 ≥5000 ≤20％ 

7000 平方米 
商业服务 ≥6000 ≤15％ 
商业办公 ≥6000 ≤15％ 
其他 ≥4000 ≤25％ 

5 配建公交站场规划管理机制 

此外，为加强配建公交站场的规划法定效力，以规划行政管理流程（如图 3）为主线，

从规划编制、土地出让、报建审查、竣工验收等各阶段提出政策的控制要点，加强规划管理。 

 

图 3 佛山市配建公交站场规划行政管理流程 

（1）规划编制阶段：编制公交站场专项规划，对全市公交站场进行总体规划布局，并

落实到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在滚动开展公交站场专项规划修编，以及局部的地块调整、新建

改扩建项目、三旧改造后，也要同步开展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修编，将公交站场落实到法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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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中。 

（2）土地出让阶段：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对于配建公交站场的要求，在土地出让合同

中明确用地的规划条件。 

（3）报建审查阶段：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对于配建公交站场的要求，核发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和规划设计要点，并依据规划设计要点对配建公交站场的方案设计与建筑要求进行

审查，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4）竣工验收阶段：依据设计要点的要求和报审通过的规划方案对建设项目进行规划

验收，在项目均满足规划要求的情况下，核发建设项目规划验收合格证。 

可以看出，规划行政管理层面对于配建公交站场的管理控制主要是把握两个要点，一是

在规划编制阶段规范化控制性详细规划中配建公交站场的规模和用地控制，二是在土地出

让、报建审查、竣工验收阶段明确控规中控制的配建公交站场必须落实建设，并将此要求分

别落实到规划设计要点、土地出让合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中。 

6 结语 

本次从规划行政管理层面对配建公交站场的政策、规模标准进行深入研究，进一步加强

了配建公交站场的规划合理性和建设可操作性，也为佛山市城市规划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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