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淮南市创建
绿色出行示范城市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淮南市创建绿色出行示范城市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研究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2021年 9月 13日

淮南市创建绿色出行示范城市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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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出行创建行动方案〉的通知》（交运函〔2020〕490号）

的精神，根据《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

〈安徽省绿色出行创建城市名单〉的通知》（皖交运函〔2021〕

11号）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国家及省绿色发展的行动部署，以绿色出行城市创建为契机，

落实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通过政府主导、规划先行、政策引

导增强公众绿色出行意识，进一步提高城市绿色出行水平。

（一）发展方向

1．高效便捷。加强科学布局，在主城区形成结构合理的绿

色出行体系，拥有广达的出行线网及智能、精准高效的绿色出行

服务。

2．均等普惠。推进差异化服务，满足不同人群的多样化出

行需求，考虑特殊人群的信息化接受能力和出行需求，加大无障

碍出行系统建设。发展微循环公交车，推行新能源低地板公交车，

改善乘车环境。

3．一体发展。进一步落实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战略，促进土

地利用、基础设施建设与绿色交通的协调发展，保障绿色交通用

地。

（二）建设周期

根据《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绿色出行创

建行动方案〉的通知》（交运函〔2020〕490 号）的要求，淮南

市绿色出行创建工作计划于 2022年 6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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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建目标

（一）总体目标

到 2022年 6月，初步建成布局合理、生态友好、清洁低碳、

集约高效的绿色出行服务体系。绿色出行环境明显改善，公共交

通服务品质显著提高，绿色出行装备水平明显提升，人民群众选

择绿色出行的意识基本确立，获得感和幸福感持续加强。

（二）具体指标

淮南市绿色出行示范城市创建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现状情况

（2020 年底）

创建目标

（2022年 6月）

1 绿色出行比例 77.64% 不低于 80%

2 绿色出行服务满意率 73.5% 80%以上

3
跨部门、跨领域的绿色出行协调

机制
不完善 形成完善的推进机制

4 企业职工工资增长机制 未建立
建立健全企业职工工资

增长机制

5 城市建成区平均道路网密度 6.57km/km2 不低于 6.80km/km2

6 城市建成区道路面积率 15.5% 不低于 16%

7
完善城市道路网，推进步行道和

机动车道建设

人行道面积 383 万

平方米

人行道面积 393 万平方

米

8 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规模 70处 不低于 100处

9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规模 —— 新建 200个充电桩

10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公交车占所有

公交车比例
55.17% 不低于 60%

11 公共交通机动化出行分担率 58% 不低于 60%

12 公交专用道及优先车道里程 35km 5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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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早晚高峰期公交平均运营速度 18km/h 21km/h

14 电子站牌数量
172 个，无法正常

使用
改造 20个以上

15 公共交通非现金支付比例 56% 65%

16 城市交通信息出行服务 融合程度不够 功能完善、信息共享

三、创建任务

（一）加快城际交通一体化建设

构建以铁路、高速公路为骨干，普通公路为基础，水路运输

为补充，民航有效衔接的多层次、高效便捷的城际客运网络。构

建大容量快速客运系统，优化城际客运供给方式，提升服务品质。

完成商合杭高铁淮南南站综合客运枢纽项目；加快推进合肥

至周口高速公路滁州至合肥至寿县保义段、S19 淮南至桐城高

速、S10扬州至淮南高速、S63怀远至凤台高速前期工作；稳步

实施“十四五”时期国省道改造升级计划。

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配合单位：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

重点工程建管中心、市建发集团

（二）加强各种交通方式有机衔接

完善客运产品体系，创新空铁联运、公铁联运、公空联运等

客运产品。推进各种交通方式有机衔接、优势互补，完善淮南市

域范围内客运服务网络，提升道路客运服务水平。与合肥市共同

推进合肥新桥机场 S1号线建设，加强寿县蜀山产业园与新桥机

场和合肥市区的衔接。

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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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单位：市发改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重点工程建

管中心

（三）优化城市道路网络配置

树立“窄路密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加强支路街巷路建

设改造，打通道路微循环，建设快速路、主次干路和支路级配合

理、适宜绿色出行的城市道路网络。打通各类断头路，形成完整

的城市道路网络。依据《淮南市城乡建设事业“十四五”发展规

划研究》，完善主次路网级配，逐步打通各类“断头路”“卡脖

子路”，畅通“微循环”，治理一批道路交通堵点，优化城市道

路网络配置。

牵头单位：市城乡建设局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市重点工程建管中心

（四）提高公共交通供给能力

继续加强和巩固省级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示范城市创建成果，

结合实际构建多样化公共交通服务体系。加强公众出行规律和客

流特征分析，优化调整城市公交线网和站点布局，降低乘客全程

出行时间。根据《淮南市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2016—2030）》，

尽快落实新建公交换乘中心及首末站。2021 年推进西部客运枢

纽及凤台、上窑、九龙岗公交首末站建设项目。2022 年推进安

成铺换乘中心及淮河新城、田东及新辟郊区线路配套公交首末站

项目。力争改造沿山路、淮舜南路、杜鹃路、淝水大道、龙湖路

等城市道路公交站亭 149 个。

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市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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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重点工程建管中心、市建发集团

（五）改善公众出行体验

继续优化手机 APP 等信息化设施产品，为公众提供准确、

可靠的公交车实时位置、预计到站时间等信息服务。全面推进城

市交通一卡通、手机支付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继续加大交通实体

卡发行力度，在已经开通八维通、银联云闪付、银联卡闪付、银

联卡手机闪付、翼支付乘车码等移动支付方式的基础上，进一步

推动建立覆盖全部市区公交线路的移动支付方式。持续优化“淮

南掌上公交”和“淮南定制公交”APP软件功能，满足群众便捷

出行需求。

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配合单位：市公交公司、市正源公交公司

（六）治理完善慢行交通系统

加强慢行系统环境治理。推进人流量较大公交站点周边步行

道、自行车道环境整治，加强站点及周边道路机动车违法停车治

理。对主城区洞山路、人民路、朝阳路、龙湖路、国庆路、刘家

山路、淮河大道、蔡新路等慢行交通量较大的道路，加强慢行交

通系统建设。以创建文明城市为契机，优先启动慢行系统环境治

理，在延时巡查、错时值守等一系列常态化工作机制的基础上，

大力开展“每天一路”“城市管理示范街（示范路）”等形式多

样的治理行动，摊群管理机制初步形成。持续提升 34处规范化

摊群点，取缔占道经营，基本消除主城区主干道出店经营，持续

加强对慢行系统环境治理。

牵头单位：市城乡建设局、市城管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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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单位：市交警支队

（七）加大无障碍设施建设力度

推进城市道路的无障碍建设。对步行系统进行无障碍优化，

建设连续、良好的步行系统，清除地面障碍物，人行道在交叉路

口、街坊路口、单位出口、广场入口、人行横道及桥梁、隧道、

立体交叉等路口设置缘石坡道；以满足特殊群体出行需求为目

标，建设无障碍公交系统。进一步提高公交覆盖率，开行微循环、

定制公交等，加强大型住宅区与医院、学校、商业及城市休闲中

心的联系，加大新能源低地板公交车投入力度，方便老年人、残

疾人公交出行。

牵头单位：市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市交警支队、市城管执法局、市重点

工程建管中心、市公交公司、市正源公交公司

（八）加强停车治理

合理规划建设停车设施，推广实施分区域、分时段、分标准

的差别化停车收费政策。推动“互联网+”智慧停车系统建设，

探索推进共享停车建设。根据淮南市停车场三年规划（2020—

2022 年）建设安排，有序实施 5 处规划的社会停车场，提供车

位约 1390个。其中：田家庵区 3处，高新区（山南新区）1处，

大通区 1处。

牵头单位：市城乡建设局

配合单位：市发改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重点工程建

管中心

（九）实施路口慢行交通体系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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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城区道路条件下，围绕“各行其道治乱、主要干道优

化、信号配时同步、时间空间一体、中心城区为主、逐步覆盖全

市”的综合治理工作思路，确保城区道路畅通有序，交通事故及

交通拥堵同比减少，为人民群众出行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推动

非机动车道沥青化改造，对信昊转盘、安成铺等大型交叉口基础

硬化、管线布置、标志标线等交通语言进行重新设计。深化应用

非机动车待行区、行人隔离护栏等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规范路

口秩序。

牵头单位：市交警支队

配合单位：市城乡建设局、市重点工程建管中心

（十）推进绿色车辆规模化应用

2021—2022 年，以实施新增和更新新能源车辆为突破口，

在城市公共交通、出租汽车、短途道路客运等领域，进一步加大

新能源车辆推广应用力度，提高新能源车辆比例。完善公交行业

运营补贴政策，加速淘汰高能耗、高排放车辆。

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市公交公司

（十一）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构建便利高效、适度超前的充电网络体系建设，重点推

进城市公交枢纽、停车场、首末站充电设施设备的规划与建设。

推广落实各种形式的充电优惠政策。中心城区规划设置 8个充电

站，分别为高新区充电站、安成充电站、经开区充电站、大通充

电站、谢家集充电站、八公山充电站、潘集区充电站和毛集实验

区充电站。全市（不含凤台、寿县）逐步推进分布式充电点，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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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公共停车场等设置，新建充电桩 200 个以上。

牵头单位：市城乡建设局

配合单位：市发改委、市经信局、国网淮南供电公司

（十二）大力培育绿色出行文化

加强绿色出行宣传引导，继续开展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

行宣传周活动，组织相关部门、乘客走进公交，了解公交。通过

制作绿色出行宣传展板、便民手册，向市民宣传绿色出行的意义，

提高市民对绿色出行方式的认知度和接受度。积极倡导公务出行

优先选择绿色出行方式。制作发布绿色出行公益广告，弘扬传播

绿色出行正能量，让低碳交通成为时尚，让绿色出行成为习惯。

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配合单位：市交警支队、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四、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

市政府成立以分管副市长为组长，分管副秘书长、市交通运

输局局长为副组长，市直各责任单位分管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

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交通运输局。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

调，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加大对绿色出行创建工作的指导、协调

和支持力度，明确任务分工，落实各项工作，统筹协调各部门共

同推进绿色出行城市创建相关工作。

（二）强化政策保障

强化财政、金融、土地、投资等方面的政策保障。统筹利用

现有资金渠道，安排专项资金，加大对公交专用道、场站基础设

施、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辆购置运营、绿色出行信息化建设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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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支持力度。拓宽绿色出行发展融资渠道，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绿色出行行动。

（三）深化队伍建设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积极营造劳动光

荣的社会风尚、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锐意创新的职业氛围。加

大行业宣传力度，组织开展行业劳模、行业风采宣传展示和关爱

司乘人员活动，营造尊重关爱交通运输职工的社会氛围。深入开

展行业劳动和技能竞赛，着力提升行业职工技能水平、服务水平

和安全生产水平。

（四）监督保障

建立定期评估制度，通过明察暗访、民意征询和委托第三方

机构定期开展绿色出行城市创建工作总结和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