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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能能源源公公交交车车涨涨价价几几成成定定局局
有代表提出部分运营成本应由政府承担，不能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近年来，随着燃油、燃气等
燃料价格的不断攀升和劳动力
价格等成本的大幅增加，使得
滨州市公共汽车公司运营成本
出现了倒挂现象，加之公司近
期逐批更换了大量的新能源车
辆，而且，为政府承担的公益性
任务较重，财政补贴又严重不
足，造成经营压力不断加大。

听证会现场，市物价局负
责人针对滨州市城区客运公共
汽车价格调整的必要性提出了
系列依据：一、由于财政专项资
金补贴不到位，公交汽车公司
仍需承担部分还贷付息的费用
支出。参照《滨州市城市公共汽
车客运定价成本监审报告》分

析确认，2013年滨州市公共汽
车公司财务费用为357 . 33万
元，其中利息支出378 . 5 7万
元，利息收入23 . 11万元。二、
为了亮化滨州，方便市民候车，
自2013年公交公司共投资958
万元，制作安装了160余所新颖
别致、造型美观，体现滨州人文
风貌的公交候车亭，这项投资
利息支出，亦成为影响成本变
动的因素之一。三、据初步统
计，全市城区符合条件，已办理
老年免费乘车证的老年卡为
17437人(含爱心卡)，全年免费
乘车约273万人次(老年人和残
疾人)，公共汽车公司仅此项减
少收入达273万元。

三项运营成本支持公交涨价
9日上午，规范滨洲城区公共交通汽车客运价格听证

会召开，来自各个阶层的22名代表参与了听证会，并表述了
意见。滨州14年未涨价的公交车涨价已成定局，新能源空调
公共汽车统一票价由之前的1元每人次涨至2元每人次。

本报记者 李运恒

对于这三项运营成本，来
自滨州职业学院的讲师李燕提
出了不同看法。她认为，在购置
新能源公交车过程中，由于财
政补贴不到位而给公交公司增
加的378 . 57万元还贷付息的
费用支出应该由政府承担，美
化站点、提升智能调度支出的
958万元也应该由政府承担。由
于承担公益事业，公交公司每
年因为免费乘车的减少的273
万元收入，根据各级政府优先
发展公共交通的意见，这个也
应该由政府承担，不应该由公
交企业承担，当然也不能转嫁
到消费者身上；其次，公交公司
运营成本的增加，有些应该由
公交公司承担，除了方案里提
到的财政补贴、车票收入、汽车

广告及站名收入之外，公交公
司还有租车业务、汽车维修、旅
游等收入，所以公交公司也应
该通过加强管理来减少运营成
本，扣除以上两因素涉及成本，
才应该是由消费者承担的成
本。

而来自滨州市政协社会
法制委的李新珍则表示，她在
听证会召开之前亲身体验了
公交车，并做了相应的调查，
她认为涨价也是有必要的。她
介绍，目前社会发展速度很
快，公交车也是不断更新，成
本不断增加，目前市区的公交
车舒适度比较好，而且新能源
的车辆比较多，城市形象提高
了，运行成本的提高是可以理
解的。

部分成本应由政府承担

另据统计，目前我省有11
个地市已开通了城市空调公交
车运营线路，执行票价标准也
均调整为2元/人次，而滨州市
城区现行的1元/人次的公交客
运票价，在省内地级市中属于
较低水平。

从听证会上各方代表的发
言来看，对于方案二的支持度
较大。方案二即：城市客运公共
汽车票价实行单一票制，在中
心城区范围内不分里程远近，
新能源空调公共汽车统一票价
为2元/人次；普通公共汽车统
一票价继续执行1元/人次。城
郊客运公共汽车票价实行单一
票价和分段票制相结合，滨州

城区延伸至各乡镇(办事处)的
公交票价，四环以内新能源空
调公共汽车统一票价为2元/人
次；普通公共汽车统一票价继
续执行1元/人次，四环以外10
公里以内增加1元；10公里至20
公里范围内增加2元；20公里以
上增加3元。

滨州市物价部门还对新方
案实施进行了测算，三个方案
中城市公交平均票价水平比现
行票价分别提高0 . 795元/人
次、0 . 795元/人次和0 . 461元/
人次；城乡公交平均票价水平
比现行票价(实际执行价格)分
别降低0 . 81元/人次、0 . 01元/
人次和提高0 . 035元/人次。

大多数代表支持第二方案

听证会现场。

多少年来，公交价格一直未
变，给我们的出行带来很大的便
利。如今要涨一块钱，我还是可以
理解的。其实，换个角度想一想，
公交这一项目本来就是个“赔钱”
的买卖，如果市民考虑一下公交
投入的成本，或许心里就容易接
受了。 ——— 网友“柒歌”

本人家门口就有公交车，虽
然公交车有时不准时，但我认为
坐公交车经济又实惠还方便。平
时上下班、逛超市，全都是做公交
车。可是现在说要涨价到两元，我
觉得很不理解。公交车本来就是
政府惠民的一个项目，不应以盈
利为目的。

——— 网友“飞得快”

现在都提倡低碳环保出行，
政府也广邀有私家车的市民乘公
交出行，但如果一定距离内乘公
交的成本还不如开车划算，那我
还是开车算了。

——— 网友“凌云漫步”

空调车涨价不是不可以，但
有的空调车却不开空调，尤其是
夏天的时候。希望公交公司加强
监管，不要让我们老百姓花冤枉
钱。 ——— 网友“小熊”

公交车提价到两元，说实话
并不高，但是提了价我们都习惯
性想着公交车车身是不是更美观
了？司机个人服务素质是不是更
好了？车座是不是到冬天更换更
暖和的坐垫......希望提了价能真真
实实看得到、感受得到变化。

——— 网友“时光染指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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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安全稳定工作顺利完成

去年未发生安全生产死亡事故

本报1月11日讯 (记者 阚乐乐
通讯员 李玉洋) 近日，记者从

全省住房城乡建设安全和稳定工作
督查汇报会获悉，2014年滨州市全
年未发生安全生产死亡事故，农民
工工资管理工作取得新的成效，通
过畅通务工人员维权渠道，方便了
工资纠纷的解决。

安全生产方面，住建局按季度
召开安全稳定工作会议，重点保证
建筑施工和城镇燃气两个领域的安
全。全市去年累计检查工程项目
5000余个次，下发书面整改通知书
2800余份，查处各类安全隐患1 . 8
万余条次，停工整改工程323个次，
确 保 特 种 作 业 人 员 持 证 上 岗 率

100%。燃气安全方面，通过对10万
余户居民进行入户检查，确保居民
用气安全，做好燃气管网排查工作，
共排查出151处管道燃气安全隐患
及2 . 72公里锈蚀严重的老旧管网问
题，并于2014年6月底前全部整改
完毕，在全省属于较早完成整改任
务的地市。

针对敏感的农民工工资问题，
住建局通过审批把关，强化企业对
民工工资发放情况实行日常监管，
推广开展务工人员工资按月发放。
去年共受理建设领域民工工资举报
投诉案件678起，已办结631起，47
起正在办理中，与 2 0 1 3年同期相
比，投诉案件数量少了78起。

市快递服务业业务收入破亿

本报1月11日讯 (通讯员 张晶
晶 记者 王璐琪) 去年，全市快
递业务量完成806万件，同比增长
38 . 05%，日均处理2 . 15万件，业务
收 入 完 成 1 . 0 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2 . 9%。滨州市快递服务业进入了
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新阶段，保持
了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目前，滨州市快递行业的从业
人员已达2000余人，服务车辆(包括
派送车辆)近1000辆。快递服务业已
成为滨州市重要的经济形式和新型
服务业态，在支撑电子商务，促进现
代物流业发展，提升制造业竞争力，
解决就业及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等方
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
博兴县“淘宝村”湾头村、顾家村的
发展就得益于快递服务业的有力支
撑。

根据市邮政管理局统计，2013
年全市快递业务量完成583 . 79万
件，业务收入9300万元，预计2015
年，全市快递业务量达1100万件，业

务收入超过1 . 3亿元；到2020年，全
市业务收入超过2000万元的规模企
业达到7家，快递业务量达到4000万
件，业务收入超过3亿元，新增就业
岗位超过3000个。

为有效促进滨州市快递服务业
又好又快发展，市邮政管理局将推
动出台促进滨州市快递服务业发展
的意见，继续加快推进“快递下乡”
工程，推动快递服务业与淘宝村电
商协同发展。同时，还将继续促进快
递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在增
强制造业企业抗风险能力的同时努
力帮助企业提高经济效益。

@网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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