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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demand for public transportation has increased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public transportation’s economy, comfort and portability have deepened.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public transportation should be strongly pushed forward to attract more citizens to 

travel by it, which will alleviate urban traffic congestion. As the increasing urbanization of Zhanjiang City, the 

number of motor vehicles in urban areas has shown a high-speed development, which has caused huge 

challenges in traffic management. Therefore, the essay uses a variety of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process, 

learning and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traffic management in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exploring the main causes of urban congestion. In ter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in Zhanjiang City,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stage of Zhanjiang City are summarized 

and implementing measure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a sound management system, guarantee of the 

invest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nsportation network structure and strengthening the infrastructure of 

the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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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国民经济不断增长，民众对于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也随之增长，民众对于公共交通安全性、经济

性、舒适性和便捷性等要求日益加深。大力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建设，能够吸引更多民众以公共交通的

方式出行，进而有助于缓解城市交通堵塞。随着湛江市区城市化推进日益明显，城市机动车保有量呈

现出高速发展状态，造成交通管理陷入巨大挑战。因此本论文在开展研究过程中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

法，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大中城市交通管理经验，探索造成城市拥堵的主要原因，根据湛江市区公共交

通发展自身情况，总结现阶段湛江市区公共交通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有可实施性的改进对策，包

括健全管理体制、保障交通线网结构建设资金投入和加强场站基建设施。 

关键词：公共交通；湛江；城市规划  

 

1.导论  

1.1 研究背景  

2012 年我国出台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相关

的管理性文件，指出需要转化城市交通发展方式，强调

城市公共交通公益属性，在未来时间段内投入大量资源，

致力于提高城市公共交通水平，并就城市规划、基建设

施完善、技术平台、管理条例等方式加以明确。我国城

市交通管理需要从全局角度出发，采用多种策略，积极

改善交通供需关系，缓解交通拥堵。湛江市政府近年来

多次发布相关文件，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推动公共交通

建设，致力于优化交通网络线路、提升换乘效率、改善

公共交通服务等，切实提升公共交通在城市建设中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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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为民众带来具有安全性、便捷性、舒适性和环保性

的公共交通系统，以满足民众日常出行需要。 

1.2 研究目的 

公共交通建设市城市基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湛江市区城市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随着湛江市区城

市规模扩大和城区人口增多，当前的公共交通体系已难

以满足城市发展需要，交通拥堵、出行困难等问题受到

当地民众关注，同时也对湛江市区民众正常生产、学习

和生活带来消极影响。就现实意义而言，本论文首先总

结湛江市区公共交通管理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并对这

些问题作出成因分析，以此为基础提出改善湛江市区公

共交通拥堵的对策，增强公共交通管理能力，保障民众

出行需求，进而合理配置道路资源，减轻城市管理成本

压力，促进城市健康有序发展，由此可见，本论文研究

内容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1.3 文献综述 

李红宇（2015）在其文章中指出我国公共交通道路

大多数通道为双向四车道，且具有路面宽度窄、道路坡

度大、道路标准并不满足国家要求等特征，同时随着经

济发展，机动车保有量保持着每年 15%左右的提升速度。

由于主干道道路网络并不完善，缺少必要的对接道路，

导致道路通达性较差，主干道承受的交通压力较高，加

之车流量大、车流高度集中，致使干道交通在高峰时出

现拥堵，并根据这些现象认为完善交通网络，扩大主干

道通行力是解决公共交通道路问题的主要方式。 

宋旗（2017）以常德市为研究对象，指出不少商圈

环道为单向交通，导致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的绕行距离较

长，不少过境车辆也在环道中驾驶，进一步增多交通流

量，造成商圈周边往往出现排队进停车场的情况，导致

交通堵塞，并提出改善建议，同时认为政府部门需要充

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制定科学管理对策，推进公路视频

监控系统建设，通过动态化管理，全方位开展取证、布

控、拦截、处罚工作，能够有效改善公共交通管理质量。 

呼延梦石（2018）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以徐州市

为研究对象，指出城市公共交通管理近年来成为我国社

会管理中的重点，并从多个角度对徐州市城市公共交通

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就当地城市交通管理

过程中的规章制度、运行机制作出探讨，形成具有可实

施性的交通管理对策。 

郭飞（2015）认为公共交通管理陷入困境与当地警

务勤务管理能力不足存在直接性联系，并指出在公共交

通管理中，应遵循警力资源随交流流量变化而变化，警

力随警情分布，强化勤务指挥意识，扩大勤务管控水准、

加强勤务联动，通过改革创新，优化勤务管理内部结构。 

张圣林等（2018）经过长期研究，认为我国可以学

习和借鉴新加坡法律中的“陆权优先”规定，对车流和

人流的通行顺序进行规定，对闯红灯所引发的交通事故

和交通拥堵进行责任区分，强化惩罚力度，依法进行重

大事故责任处理，切实打击交通违法违规现象，提升公

共交通管理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1.4 公共交通的理论基础  

1.4.1 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是指对城市未来发展建设进行规范和设

计，对城市进行整体布局，综合安排落实城市工程建设

的全局部署，是一段时间内城市宏观发展的蓝图，同时

也是城市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

城市运行的基础。城市规划应基于可持续发展眼光，采

用合理论证、科学决策的方式，对城市整体经济建设、

产业结构、基建设施等作出全面规划，通常也包括城市

片区结构管理规划等，对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是城

市公共管理的基础所在，同时也是梳理复杂城市管理的

基础。城市建设综合性、复杂性和时代性特征，决定城

市规划需要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发展进行不断修整和改

进，是需要持续决策的重要过程。 

1.4.2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可以分为交通站点、机场、桥梁、港口、

水电气等供应设施、通信设施以及其他为社会民众服务、

科教文卫事业服务的固定资产，是民众生产生活的基础

所在，是城市建设发展的保障。基础设施不光是物质层

面生产推进的基础条件，同时也是社会生产力提升、劳

动力资源发挥作用的重要支撑。基础设施是现代社会建

设、文明进步的基础，完善的基础设施能够为城市发展

带来能量，激发社会各界城市建设的积极性，落后的基

础设施为约束城市发展和经济建设。目前我国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能力不断提高，新理念、新技术、新设备广泛

应用，基础设施整体承载力、建设效率获得明显提高，

为社会民众生产生活环境改善提供正向作用。 

1.4.3 公共交通 

公共交通通常是指向民众全面开放、带来一定运输

服务能力的交通方式，大多数情况下公共交通具有商业

性，民众需要通过付费使用的方式进行使用，也有一定

的免费情况。公共交通存在于社会民众身边，为民众带

来出行服务，通常包括道路、桥梁、交通工具、站点设

施设备等。从广义角度而言，公共交通运输方式可以包

括民航运运输、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水运运输，这些

运输方式为现代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狭义公共交通

运输主要包括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定点定线运营的公共

汽车、轨道式交通、渡轮等常见交通方式，根据运输内

容不同，可以分为人员公共运输和货物公共运输。社会

各界常讲的“公共交通”是指人员公共运输，因此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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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情况下，公共交通和公共运输存在概念相通性。 

2.湛江市区公共交通管理现状 

湛江市区包括赤坎区、霞山区、坡头区和麻章区，

湛江市第一条公共交通线路开设于 1959 年，截至 2018

年底，目前共有公交线路 83 条。目前湛江公交车辆数

量共有 788 辆，包括清洁能源公交车 170 辆，新能源公

交车 618 辆（如表 1 所示）。自 2018 年起湛江公交车目

前已支持支付宝乘车码支付、现金支付、公交 IC 卡刷

卡支付，暂时不支持微信支付。湛江市交通局负责进行

公共交通管理统筹，2018 年湛江市公路通车公里数为

2.21万公里，汽车保有量为 57.44万辆，同比增加 22.9%。

湛江机场位于湛江市区西北部，距离市中心约 5 公里，

为国家 4D 级机场，按 4C 标准保障，截至 2018 年底，

可直接与 30个城市进行直接同行，其中国内城市 27个，

国际城市 3 个，即中国香港、曼谷和金边。2018 年湛江

市动工建设飞行等级为 4E 级的湛江国际机场，预计

2020 年建成。湛江火车站位于霞山区解放西路，始建于

1955 年，属南宁铁路局管辖的一等站。湛江站位于广东、

海南、广西三省交界处，与湛江港距离较近，是我国西

南地区客货运交通枢纽。 

 

表 1 湛江市公交车数量和种类分布 

种类 

清洁能

源公交

车 

新能源公交车 

总计 
纯电动 

气电混

合动力 

数量 170 340 278 788 

 

目前湛江市区公交班线虽然能够为民众提供一定

便利，仍由于管理、服务等多方面缘由，呈现出客流量

不稳定、管理质量不佳等问题，部分班线发展成熟，部

分班线客流量较少。近年来湛江市政府积极推进公共交

通管理，有助于完善市区交通网络，使得交通拥堵地区

实现合理进行分流引导，提高公交车行驶速度，降低民

众出行时间；有序健全指标系统，发挥道路标识的引导

作用，降低车辆误行、错行、绕行概率，减少不必要的

交通拥堵，同时扩大城市公共交通覆盖面，实现城区、

城郊、乡镇交通顺畅衔接，进而切实提升湛江市经济建

设引擎能级，改善城市各项投资环境，完善地方产业结

构，为现代化事业发展创造条件。湛江市是区域经济建

设、资源协调的重点枢纽，强化湛江市区公共交通管理，

不光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也能够为提升公共

服务水准。使得社会民众能够安全、快速、舒适的实现

坐车、中转、联运，因此促进公共交通事业建设，不仅

有助于当地经济发展，为呈现一体化进程带来推动力，

也可以积极改善民生，提升民众幸福感。 

 

3.湛江市区公共交通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存在宰客、拒载、延迟等现象  

湛江市区目前在公共交通管理过程中面临着公交

车存在宰客、拒载和延迟的现象，如部分公交线路规范

性不足，在收费过程中并未按照公交公司实际收费，在

春运、节假日期间私自涨价，或私自上调首末班车定价；

部分公交车在行驶过程中对人流量较少的站点并不每

次停靠，造成民众出行受到约束，并有民众反映存在拒

载老年人、孕妇、病人的情况；近年来湛江市区公交车

延迟现象也逐渐增多，一方面是由于节假日、高峰期间

人流车流量较大，造成道路堵塞，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公

交车司机职业道德不高，如首班车进站晚、发车晚；起

始站发车时间到了到司机尚未上车等。在对多个公交站

点共计 100 名候车民众进行交流时发现，不少民众遭到

过宰客、拒载、延迟等现象（如表 2 所示）。 

 

表 2 湛江市民众乘坐公交车遭遇宰客、拒载、延迟

现象的统计 

项目 人数 占比 

仅遭遇过宰

客 

3 3% 

仅遭遇过拒

载 

12 12% 

仅遭遇过延

迟 

13 13% 

遭遇过宰客

和拒载 

7 7% 

遭遇过宰客

和延迟 

12 12% 

遭遇过拒载

和延迟 

31 31% 

都遭遇过 9 9% 

都没遭遇过 13 13% 

3.2 交通线网结构不合理  

湛江市区目前所规划的公共交通网络建设主要以

老城区为中心，同时关注新城区公共交通建设，出现区

域线路分布过密，城区、城郊和乡镇之间衔接不畅，整

体交通线网结构与城市规划并不完全匹配，当前公交线

路也缺乏统一导向，各线路之间缺乏资源互补，虽然公

交线路数量很多，但在立体化空间布局中有所欠缺，制

约公共交通线网发挥高效率作用。市区主干道在民众出

行高峰期间车流量过大，居民区、商业区相应次干道、

支干道数量匹配明显不足，加之道路连通性较差，路网

需求难以满足实际需要，造成车流分流效率不高，干道

对接节点压力大、流通性差，在高峰时段造成严重拥堵。

湛江市区道路主要为平面交通，缺少必要的立体行人过

街，行人天桥、地下通道等设施较少，导致人流和车流

交通出现严重冲突，由于整体构设不够科学，未能按照

国家标准设置立体过街设施，致使道路信号灯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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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只能依托斑马线的方式进行过街，造成部分区域人车

争行。除此之外少数交通线路设置和红绿灯配置不规范，

导致少量行人横穿马路，不光干扰车辆正常行使，也容

易出现安全隐患，引发交通拥堵。 

3.3 基础设施建设有待改进 

湛江市区火车站人员转换规模较大，部分生产生活

集中区域、商业区人流量较大，但不少集散点并无换乘

中转方便的大型公交枢纽，造成人员积压现象严重，不

少集散点公交指示信息不明，导致公共服务水平不高。

湛江市区各主要集散点之间的主要干道，承接着当地较

多车流量，且随着产业开发强度提升、机动车数量增多，

外来车量数量也逐年增多，加之节假日高速免费等因素

也使得湛江市区原本趋于饱和的基建设施供需关系更

为紧张，此外商业区周边道路停车位数量难以满足逐年

增多的机动车停放需要，由于停车位供不应求，导致部

分机动车出现乱停乱放现象，造成白天在商圈、车站、

学校周边大量堵塞，晚上在餐饮区、商业广场周边大量

堵塞。 

4.湛江市区公共交通管理存在问题的成因  

4.1 宏观管理政策效果不佳  

城市公共交通具有一定公益性特征，湛江市区公共

交通建设存在问题的首要原因是宏观管理环境不佳。如

近年来湛江市区红绿灯中、交叉路口所出现的车流与人

流争抢、民众横穿马路等现象时有发生，反应出主管部

门交通管理能力不足，包括宣传教育覆盖面不广以及惩

处手段不力。湛江市区公共交通管理中存在协作机制失

灵现象，交管部门在行权过程中存有管理缺位、管理失

位现象，由于整体建设缺乏规范性，未能根据时代需求

和实际需要进行建设，致使公共交通建设发展缓慢。公

共交通有序建设离不开完善的管理体制，目前湛江市区

公共交通整体管理存在一定问题，如部分公共交通候车

亭、停车站、公交站台等公共基础设施并不完善，民众

等车环境相对较差；交通标示牌存有信息不准、指向混

乱、更新滞后等问题，如交通标示内容不规范、交通标

志与附近工程不配套、交通网络更新速度不及时、路标

的字符图案不符合国家标准，导致车辆行驶面临困难。 

4.2 城市建设规划不合理  

 公共交通站台属于换乘枢纽，民众在出行过程中

可通过中转的方式迅速到达目的地。但目前湛江市区城

市建设规划并不合理，公交站场层次感不足、立体化服

务欠缺，不少公交站场换乘能力不佳、换乘设施不足，

同时公交首末站设置并不科学，虽然城区公交车线路众

多，但城郊、开发区公交车始末站较少。此外湛江市区

在城建规划中并未贯彻战略层面思想，在红绿灯距离分

配和时间分配、立体过街设施完善、指示标志规范等方

面缺少管理，在局部交通规划中，人车分流道、交叉匝

道、停车位设置存在不科学现象，造成次干道和支干道

能够为主干道所带来的压力分流较少，对公共交通服务

能力提高造成约束。 

4.3 公共交通基建设施资金不足  

湛江市区在公共交通管理建设中面临资金缺乏现

象，这也是公共交通事业发展缓慢的一大原因，尽管湛

江市政府已通过公共交通班线车辆强制险、燃油费等补

贴规定，但相比而言仍显单薄。2013 年湛江市区公交公

司推出多条微公交路线，并将部分班线首末站逐步延伸

至乡镇，但由于人流量较少、管理水准不高造成经营亏

损严重，由于基建设施资金不足，对政府造成较大财政

压力，班次频率也有所减少。如始末站为湛江机场和海

田公交站的机场专线，首班车和末班车时间分别为 7 点

和 22 点，已难以满足民众实际出行需要；直达湛江奥

体的公交车站主要为 48 路和 63 路，也难以满足实际需

求。 

5.湛江市区公共交通管理改进对策  

5.1 健全管理体制  

湛江市区交通拥堵具有明显的潮汐车流现象，白天

在商圈、车站、学校周边大量堵塞，晚上在餐饮区、商

业广场周边大量堵塞，因此首先需要完善管理体制，交

管部门应运用智能交通项目，形成海量数据资源池，提

升警力资源利用率，通过融合各项信息数据，突出当期

交通管理的重点和难点所在，紧抓实时数据，在大数据

资源池中进行分析，并指导一线工作开展。其次在商圈、

车站、学校、餐饮区、商业广场附近以及公交始末站、

主要换乘站附近建立停车场，降低由于私家车过多进入

主城区造成的拥堵。湛江市区在公共交通建设过程中，

需要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源建设，从岗位人员专业知识结

构、从业经验、岗位积极性、综合素质等进行分析，组

建出色管理团队，为扩大科技严管夯实人才基础。最后

需要出台扶持性政策，鼓励民众通过共享自行车、电瓶

车等方式实现低碳出行，在积极加强共享自行车、电瓶

车宣传的同时，增加公共租赁点，并提高机动车和非机

动车分流管理，从管理源头提高公共交通建设效果。 

5.2 保障交通线网结构建设资金投入  

湛江市政府部门需要对城市道路、人流量、周边环

境等作出综合规划，形成公交车专用路设置方案，随后

明确建设预算，通过财政补助等方式为分期建设提供资

金资源，经过阶段性建设，形成公交车专用路网络，同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466

377



 

时也需要通过规范路面标志、实行交通管制等方式，为

专行公交车行使创设良好的万部环境。 

交路交叉口是城市公共交通管理中的难点所在，同

时也是常见堵塞点，在交叉口道理管理中，需要确保公

交先行。湛江市区可对当前道路作出改进，扩大交叉渠

化覆盖面，对现有车道作出改进，同时引入排查交通技

术、动态信号监控设施等，提升交通设备设施维护保养

能力，为公交先行制度发挥作用夯实基础。对道路基础

较弱、通信环境不良的地区，需提高交通基础设施规划

和力度，对改善成本较高、财政压力较大的区域，可通

过增设会车带、车辆避让区域等方式，避免出现少数驾

驶员在停放车辆或行驶特殊车辆时时，无视管理规定、

挤占道路资源的现象，切实提升公共交通管理能力，进

而改善道路通行状况。 

从公路线路设计角度出发，投入专项资金资源，提

升候车厅、公交站台、停车站、区域调动中心布置规划

能力，提高公交站点与轨道交通站点之间的衔接性，同

时设计符合区域民众出行需要的班车方式，规范班车始

发时间、车次、停靠站点等，使得民众能够通过公交转

乘迅速达到商业区、学校、车站等，展现出公共交通全

民性和公益性特征。如在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新旧校

区之间增加直达线路，提高新旧校区交通出行便捷性。 

5.3 加强场站基建设施 

湛江市区需要进一步提高场站基建设施，减少公共

盲区，在管理实践中，需要进一步减少公交盲区，扩大

公交线路、站点覆盖面，是对边远地区、道路网络基础

较弱区域，由交通局统一部署，从全局角度出发进行划

片负责，开通具有合理性的公交线路。同时积极推动微

循环公交，在商业区、居民区、景区之间也可以实现专

线公交，以便于游客群体乘坐公交进行周转。 

湛江市政府部门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引入第三

方管理模式，并通过出台扶持性政策、调整行政审批制

度、简化审核流程、加强资源协调等方式，为第三方管

理机构加强公共交通建设提供帮助，或制定合理帮扶政

策和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提升民间资本方投资积极性。

第三方参与公共交通管理，能够提高管理质量，实现动

态化绩效测评，形成公共交通考评管理制度，根据公共

交通管理特征，成立运营管理中心，对车辆运营服务作

出监督管理，运营管理中心平台能够高效实现信息收集、

反馈和处理，加强资源整合，并以先进技术为基础，发

挥数据库价值，使得民众能够获得更为优质的公共交通

服务。 

6.借鉴武汉市公共交通管理的经验 

武汉市近年来在公共交通管理改善过程中取得明

显成效，湛江市可学习和借鉴武汉市成功经验提升自身

公共交通管理效果。根据 2018 年数据，目前武汉市公

交线路共 557 条，包括专线、普线、定制公交、微循环

公交、水上公交等多种方式，其中专线包括城区专线、

郊区专线、城际专线，目前武汉市共有在运营轨道交通

线路 9 条（包括阳逻线），规划在建轨道交通线路 3 条

（包括 8 号线后期工程）。武汉市在公共交通管理过程

中，大力推进微循环线路，该类型公交车具有车型小、

线路短、站点少等特征，能够有效缓解民众出行中存在

的“门对门”坐车困难，如在武汉大学城附近实现高校

微循环公交网络，将各高校进行连接，并将微循环公交

网络延伸至地铁站，在景区之间也可以实现专线公交，

以便于游客群体乘坐公交进行周转；洪山区高校较多，

高校学生之间往来较为频繁，可以通过公共交通的方式，

使得华师、华科、中南财经、纺大等多个学校连成一块。

湛江市区也可以扩大微循环、定向公交线路，为民众出

行提供便利。 

目前武汉市公交车大部分为单层公交，双层公交车

较少，武汉政府计划在未来数年内进一步提高对公共交

通的投入，使得公共交通出行比例超过六成，在形成“公

交都市”的同时，缓解城区交通拥堵、民众出行不便、

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武汉市天河国际机场至武昌火车

站之间可以通过轨交 2 号线换乘轨交 7 号线、轨交 2 号

线换车轨交 4 号线、轨交 2 号线换乘公交 511 路的方式

实现，也可乘坐机场巴士 1 号线直达；天河国际机场至

汉口火车站之间可通过轨交 2 号线直达最为便捷，其余

公共交通出行方式，如由机场巴士 1 号线换乘 2 轨交 2

号线，或由机场巴士民航小区武汉线换乘 724 路、603

路、207 路等均耗费较长时间，且出行成本较高；天河

国际机场至汉阳火车站之间，主要可通过轨交 2 号线换

乘 42 路，或轨交 2 号线换乘轨交 3 号线（6 号线）再换

乘轨交 4 号线的方式实现。从上述换乘情况来看，天河

国际机场至武汉三大火车站之间主要采用轨交直达或

换乘、机场巴士直达、机场巴士与轨交换乘以及轨交换

乘的公交实现。湛江市区在湛江机场、湛江新国际机场、

火车站和湛江港等交通枢纽处采用轨交直达、巴士直达

的方式提高民众公共交通出行质量。  

7.结论与展望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西方国家学术界对公共道路

交通管理研究逐步加深，形成较为丰富的学术经验，逐

步改善本国交通状况，但并未彻底根治该问题。由此可

见公共道路交通管理是国际性难题，进入新世纪后我国

对于公共道路交通管理关注度也逐渐提升。本论文采用

文献阅读法、案例分析法进行研究，阐述与公共交通相

关的理论基础，以湛江市区为研究对象，对当地公共交

通管理现状作出梳理，表述强化城市公共交通管理的重

要性，总结湛江市区公共交通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包括

管理体制不健全、交通线网结构与城市规划不匹配和基

础设施建设有待改进，并探究造成这些不足的主要缘由，

包括宏观管理政策效果不佳、城市建设规划不合理和公

共交通基建设施资金不足，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完善

公共交通建设对策，包括全管理体制、保障交通线网结

构建设资金投入和加强场站基建设施，以期能够提升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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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市区公共交通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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