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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低碳出行 公共交通提质转型
——“公交都市”创建的太原模式（三）

走在省城太原街头，机动车道内，一辆辆
“蓝天白云”相间的纯电动公交车和出租车穿
梭而过；非机动车道内，橙绿相间的公共自行
车结伴而行。太原以公交都市创建为契机，加
快构建由绿色公交、绿色出租、慢行交通为主
体的绿色出行“太原模式”，实现了城市公共交
通的绿色转型。

公交自行车转运。张昊宇 摄

8月23日一大早，在南寨
村停车场，37路公交车驾驶员
任维芝清洗完蓝白相间的纯
电动公交车车身，准时出车。

今年是任维芝驾驶 37路
车的第 8 个年头。2014 年，
37路公交车从燃油车换为燃
气车，再到现在的纯电动车，
任维芝见证了我市公交车的
绿色转型。

“过去的公交车主要以
燃油、燃气为主，排放出的废
气会对大气造成极大的污
染，在行车过程中，车辆有时
会出现漏油、漏气现象，车厢
内还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不少乘客都表示闻到气味会
晕车。更换纯电动车后，公
交车环保功能大大提升，杜
绝了废气的排放，与传统公

交车相比，更经济、更环保、
更绿色。”任维芝说。

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太原市现有公
交车辆 3725 台，包括燃气和
电动两种，绿色公共交通车
辆比率达到 100%，其中纯电
动公交车已达 1928台。按一
台纯电动公交车每年可减少
约62.5吨尾气排放来算，每年
我市纯电动车可减少12.05万
吨的尾气排放。今年，我市
计划采购纯电动公交车 1318
台，其中首批 529台纯电动公
交车已经完成招投标。

纯电动公交车不但零排
放、零污染，十分环保，而且
噪音小，冬暖夏凉，乘坐舒
适，极大地改善了市民公交
出行的体验。

早在 2016年底，我市就完成了
8292辆出租汽车的纯电动化，成为
全国首个纯电动出租汽车城市。

出租车司机李志军告诉记者，
电动出租车驾乘体验好，运营成本
低，司机和乘客都满意：“开燃油出
租时，平均一公里的成本是七毛
钱；要是烧天然气，平均成本三毛
钱；现在用电，即使开空调，每公里
的成本也不到三毛钱。”

驾驶纯电动车不但省钱，还
环保。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
队相关负责人孙志强介绍，比起
2016 年以前传统的燃油出租车，
换成电动出租车后，全市每年一
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等
污染物的排放至少可以削减 12%，
每年可减少排放一氧化碳 21176
吨、碳氢化合物 2451吨、氮氧化合
物 3478吨。

电动出租省钱又环保电动出租省钱又环保

电动公交舒适噪音小电动公交舒适噪音小

出行体系绿色又多元出行体系绿色又多元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 通讯
员 温强）我市男子刘某,收集公民信
息,并出售获利。8 月 29 日，万柏林警
方通报，刘某已被小井峪责任区刑警
队民警抓获。

7月初，小井峪责任区刑警队民警

在工作中得到一条线索，有人搜集公民
在某网络平台注册时使用的手机号及
验证码等信息，并进行贩卖。通过一段
时间的缜密侦查，民警锁定21岁的我市
男子刘某有重大嫌疑，并将其抓获。经
审查，刘某共收集公民在某平台注册时

使用的手机号及验证码信息共 6000余
条，贩卖后获利1.5万余元。

目前，刘某已因涉嫌侵犯公民信
息被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查
中。民警提醒大家，注意保护个人信
息，不要向他人泄露。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 通讯员 宿
虎云）8月 29日，高速交警一支队通报，青
银高速杏花收费站，于 8 月 30 日至 11 月
30日封闭改造，并说明了施工期间客运车
辆和货运车辆不同的绕行线路。

杏花收费站改造期间太原去往杏花
收费站方向客运车辆在文水收费站驶出
高速绕行 307国道，货运车辆由开栅收费
站驶出高速绕行 307国道。由军渡去往杏
花收费站方向客运车辆在汾阳收费站驶
出高速绕行 307国道，货运车辆由汾阳西
收费站驶出高速绕行 307国道。

高速交警提醒大家，注意观察标志标
线，服从指挥，确保安全。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 通讯员
宿虎云）高速公路禁止行人和非机动车
进入，但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却在一天
内接连发现了 3 起此类违法。为此，8
月29日，高速交警一支队通报了这些违
法行为，向大家发出警示。

8月 25日 9时 20分，一支队四大队
民警巡逻至我市绕城高速阳曲互通路
段时，发现一男子在高速路上骑自行
车。经询问，该男子准备骑车去大同
打工，民警对其批评教育后，将其带离

了高速公路。
8 月 25 日 11 时许，一支队九大队

民警巡逻至临县三号隧道时，发现一
位老大爷在超车道步行，还背着一个
编织袋和一根铁棍。经询问，这位 79
岁的老大爷是附近村民，上高速公路
是为了捡废品。民警耐心给老人讲解
了行人上高速公路行走存在的隐患，
并将老大爷送回了家。

8月 25日下午 4时许，一支队十大
队民警在太佳高速公路太原方向巡逻

时，看到两名男子在高速路上步行。
经询问，两人是附近村民，相约去外地
打工，为了省事，便进入高速公路，准
备搭乘路过的客车。民警对两人进行
教育后，将他们带离高速公路。

高速交警提醒大家，行人和非机
动车进入高速公路，不但自身非常危
险，而且在机动车躲避行人和非机动
车时，还容易造成更严重的事故。因
此，请您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切莫进入
高速公路步行或骑行非机动车。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 通讯员 温强）年逾
七旬的大娘，将刚刚取出的 1 万元钱落在了公厕
里。8月 28日，接到大娘儿子的求助，杜儿坪派出
所民警细心查找，最终将 1万元钱物归原主。

8 月 28 日上午 10 时，杜儿坪派出所接到李先
生求助，称自己的母亲在虎胜街一处公厕，丢失了
1万元现金。李先生说，当天上午，母亲从银行取
了 1万元现金，经过虎胜街时上了公厕，便将装钱
的布包落在了公厕的洗手台上，返回去寻找时，钱
已不见踪影。

公厕没有公共视频，民警只能调取公厕周边
的公共视频，从进入公厕的时间推断谁最有可能
捡走了遗落的现金。经过一个多小时分析，民警
最终确定了捡走现金的女子，并拨通了对方的电
话。接到民警的电话，对方当即承认是自己捡到
了钱，并很快送回了派出所。看着失而复得的万
元现金，李先生一再向民警表示感谢。

行人上高速 交警发警示

太原的公共自行车全国闻名，已
经成为市民出行的主要方式之一。
全市目前有 150 万人持有公共自行
车租还卡，已累计开通“公车”服务点
1285个，安装锁桩 5.897万个，投放自
行车 4.1 万辆，实现了建成区内全覆
盖，多项指标在全国领先。

作为公交车和公共自行车的有
益补充，共享单车于 2017 年进驻太
原。为规范管理，我市建立了“数字
化城管+共享单车负责人”的快速处
置机制，并将共享单车企业数据接入
了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中心，实现
了动态监测和日常监管。目前，全市
有共享单车运行企业 3家，投放共享
单车 13万辆，天气晴好时，日均租骑
量也能超过 10万人次。

“公交都市”创建期间，我市致力
于推动城市慢行系统建设，高品质建
成了东西山旅游公路暨环太原国际
公路自行车赛道，全长 229.4 公里。
同时，已建成的太原滨河自行车专用
道，北起柴村桥，南至迎宾桥，总长度
66公里，与东西山旅游公路形成集通
勤、运动、休闲等功能为一体的一轴
一环自行车慢行系统。

在此过程中，我市积极开展宣传
引导，大力倡导绿色出行，确保城市
绿色出行比例超过 70%。

记者 齐向真

贩卖公民信息 男子被刑拘

洗手丢了现金
民警帮助找回

本报讯（记者 袁剑
锋 通讯员 原茜 文/
摄）8 月 29 日，杏花岭区消
息，为营造创建文明城市
氛围，培养学生的奉献精
神，杨家峪街道享堂社区
联合金色摇篮初中部的学
生志愿者，举办了志愿服
务进社区活动。

活动开始后，有的学
生志愿者捡拾绿化带内的
垃圾，有的擦拭楼梯栏杆，
有的清扫路面卫生，有的
清理小广告。大家一起努
力，很快就消灭了小区的

不少卫生死角。此外，还
有一部分志愿者对乱扔垃
圾、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
为展开劝导，并积极宣传
打击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
相关知识。看到学生志愿
者干得热火朝天，小区居
民纷纷拍手称赞。

据介绍，这次志愿服
务活动不仅改善了社区的
环境卫生，营造了良好的
创建文明城市氛围，同时
还培养了学生的奉献精
神，提高了学生为社会服
务的意识。

社区志愿服务 整治小区环境

杏花收费站改造
注意绕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