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日起西宁市客运班线要调整
本报讯 （记者 郑思哲） 本月 22 日

起，西宁汽车客运中心站正式投入使用，
届时将承担 72 条线路 548.5 班发送任
务。 结合“畅通西宁”工程，当日起，西宁
市区内的客运站班线将作出一定调整。
具体进站班线为：

省际班线 34 条 51.5 班： 高客 15 条
22 班。 其中，兰州高客 10 班、景泰 2 班、
白银 1 班、洛阳 1 班、银川 1 班、苍南 1
班、 四川南部 0.5 班、 府谷 1 班、 固原 1
班、武汉 0.5 班、长垣 0.5 班、许昌 0.5 班、
平凉 1 班、汉中 0.5 班、重庆 0.5 班；普客
19 条 29.5 班。 其中，兰州 1 班、临夏 3 条
7.5 班、 合作 1 班、 夏河 1 班、 积石山 3
班、刘家峡 2 条 3 班、窑街 2 班、武威 3
班、民勤 1 班、秦安 1 班、西安 1 班、西峰
1 班、南阳 0.5 班、镇平 0.5 班、敦煌 1 班、
张掖 2 班。

州 （市） 所在地市际班线 8 条 197
班：玉树 8 班、大武 1 班、同仁 15 班、德令
哈 5 班、西海（甘子河 1 班）25 班、共和
10 班、平安（公交）133 班。

市际高客班线 3 条 144 班：乐都高客
18 班、互助高客 90 班、民和高客 36 班。

重点景区所在地市际班线 13 条 123
班：百里油菜花海景区：门源 3 班；祁连

山景区：祁连 7 班；黄河景区：坎布拉 9
班；环青海湖景区：鸟岛 1 班、龙羊峡 1
班、石乃亥 1 班、哇玉 1 班、刚察 6 班，互
助北山林场 1 班；孟达天池景区：化隆 21
班、循化（甘都）27 班，喇家遗址：民和普
客 45 班。

铁路沿线市际班线 14 条 33 班：格尔
木 4 班、茶卡 1 班、都兰 4 班、香日德 1
班、香农 2 班、诺农 2 班、乌兰 5 班、柯柯
1 班、大柴旦 1 班、花土沟 2 条 2 班、天峻
6 班、热水 2 班、默勒 2 班。

南川西路客运站承担 23 条 125 班。
包括支扎 1 班、群加 1 班、过马营 3 班、贵
德 27 班、同德 6 班、久治 1 班、贵南 2 条
4 班、甘德 1 班、泽库和日乡 0.5 班、班玛
2 班、达日 4 班、大武 7 班、乐都普客 52
班、玛多 1 班、称多 1 班、杂多 1 班、治多
1 班、 囊谦 1 班、 曲麻莱 0.5 班、 兴海 7
班、赛什塘 2 班、班多 1 班。

新宁路客运站承担 10 条 216 班。 包
括乐都高客 27 班、湟中高客 32 班、湟源
高客 24 班、大通高客 60 班、兰州高客 10
班、兰州普客 1 班、共和 24 班、互助高客
32 班、门源 4 班。

八一路客运站承担 27 条 183.5 班。
包括现有 8 班发往青海湖定线旅游的基

础上，始发官亭 3 班、满坪 1 班、马场垣 3
班、古鄯 1 班、巴州 1 班、马营 1 班、雄先
2 班、五十 1 班、佑宁寺 1 班、奎浪 1 班、
加克 1 班、松多 2 班、西山 4 班、东山 4
班、什张家 24 班、湟中丹麻 1 班、夏群寺
1 班、互助公交（东线）37 班、互助公交
（西线）54 班、 哈拉直沟 10 班、 丹麻 6
班、积石峡 1 班、芦花 1 班、老鸦 1 班、尖
扎 17 班、泽库 1 班、河南 3.5 班。

小桥汽车站因业务量小不作调整。
保留在公交枢纽汽车站始发城际公

交专线 3 条 365 班： 其中大通 180 班、湟
中 120 班、湟源 65 班。

此外，省运输集团公司客运公司将从
现有待班运力中优选 5 辆至 10 辆车况好
的客运车，为西宁客运中心站站内旅客换
乘摆渡提供出行服务。各客运站要向旅客
提供站与站之间公交线路换乘信息提示。

规划的客运枢纽站建成后，现新宁路
客运站、南川西路客运站和小桥汽车站的
站务运输，以及八一路客
运站现有东向班线的站
务运输，将全部划转至未
来建成的城西、 城北、城
南、城东四个客运枢纽站
实施管理。

★相关新闻★

省城将建 4 座客运站
目前， 西宁市区内现有长途汽车客

运站 5 座 ， 分别为新宁路客运站 （一
级）、 南川西路客运站 （一级）、 八一
路客运站 （一级） 和小桥汽车站 （四
级）， 以及火车站西侧公交枢纽临时汽

车站。 进站班线合计 140 条， 日发班
1277 班。

依据 《西宁市 “十二五” 交通运输
发展规划》 《西宁市城市综合交通规
划》， 西宁市将在未来几年内， 在城西、

城北、 城南、 城东4个城市出口分别规
划建设客运枢纽站， 包括已建成即将投
入使用的西宁汽车客运中心站， 最终形
成5个客运中心枢纽站和一个旅游汽车
站。

春运期间
违法出租车停运 30 天

本报讯 （记者 郑思哲） 昨日，
记者从西宁市道路春运工作会议上
获悉， 春运期间， 西宁市将加大对
各类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为市民
创造一个良好的春运氛围。

西宁市运管处将在春运期间及
时受理举报、 投诉等问题， 并在规
定时间内将处理结果告知当事人。
西宁市运管处将与交警部门合作，
继续开展联合执法， 严厉打击公路
客运、 旅游客运和出租车客运市场
非法营运等各种扰乱运输市场秩序
的行为。

市运管处还将以火车站、 汽车
站、 宾馆、 旅游景区等客流集散地
和城乡接合部为重点， 严查出租车
拼车、 拒载及不正确使用计价器、
车容车貌不达标、 开车打电话、 吸
烟等行为， 查证属实的停运 30 天，
并按照《西宁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
给予高限处罚， 对于三次以上违章
的出租车列入整治黑名单， 给予停
运 3 个月的停运整顿。

市运管处还将严厉打击火车站、
机场及其他客运站周边站外揽客、
倒客等违法违规行为， 坚决制止借
春运之际乱涨价、 乱收费、 乱罚款
等价格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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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探访西宁汽车客运中心
5千平方米的候车大厅 自动化的售检票设备 客运旅游双重功能

西宁火车站重要的配套设施， 实现铁
路、 公路无缝衔接的重要枢纽———西宁汽
车客运中心站明日正式启用。 作为目前我
省最大的道路客运场站， 也是国家道路主
枢纽站之一， 西宁汽车客运中心站有哪些
特别的地方？ 旅客又将体验到哪些便捷的
服务？ 昨日， 本报记者走进正式对外开放
前的西宁汽车客运中心站， 为您全方位揭
开这座高原枢纽客运站的面纱。

从外观看：与公交汽车站遥相辉映
西宁汽车客运中心站位于西宁火车站

东侧， 外部造型与西侧的公交汽车站一
致。 与公交汽车站、 西宁火车站共同组成
公铁联运、 无缝连接、 旅客零距离换乘的
火车站综合交通体系。

西宁汽车客运中心站总建筑面积
38700 平方米。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21965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16735 平方米。设计
采用交通运输部《汽车客运级别划分和建
设要求》规定，按汽车客运站一级站标准
建设。 站内分为地下二层、地上四层，建筑
高度 19.55 米，是目前我省最大、功能最为
完备的道路客运场站， 也是我国道路主枢
纽站之一。

从内部看：功能齐全
昨日 10 时许，记者来到位于火车站广

场东侧的西宁汽车客运中心站。 最先映入
眼帘的，是位于场站顶部的“西宁汽车客
运中心站”几个大字。

西宁汽车客运中心站的旅客入口就位
于火车站广场东侧， 大门内就是客运站的
安检设备， 设备两侧的立柱上则贴着安全
警示标志及违禁品的标志。

过了安检设备之后，是一处咨询中心。
由于西宁汽车客运中心站还承担着旅游集
散中心的作用， 因此咨询中心除了提供道
路客运咨询外，还提供旅游服务咨询。

再向里走就是客运站的售票大厅。 售
票大厅共设置有 11 个售票窗口，以及 7 台
自动取售票机。 西宁汽车客运中心站也是
开通了联网售票的客运站之一， 因此，旅
客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或手机， 购买到该车

站班线的车票。
旅客购买到车票后， 就可以通过售票

大厅右侧的检票口进入候车大厅。 不同于
其他客运站， 西宁汽车客运中心站的检票
口全部设有自动检票装置。

西宁汽车客运中心站的候车大厅约有
5 千平方米，分配有 6 个候车区，每个候车
区对应两个检票口。 而整个候车区的划分
也十分人性化。 候车区内单独设立了一个
专供老、弱、病、残、孕人群的重点旅客候车
区， 整个候车区内还专门设置有一间开水
房。 此外，候车大厅内还设置有数个电子引
导牌，方便旅客了解班车的相关信息。

候车大厅的南侧就是检票口和班车停
靠区。 班车停靠区设置在中心站站前广场
上，共划分有 30 个停车位。 由此上车后，班
车就将从广场东侧的出口，开往各个方向。

西宁汽车客运中心站内还设置有行李
寄存、 银鹿快运等窗口， 为旅客提供全方
位的客运服务。

从细节看：一座现代化的汽车客运站
如果以为西宁汽车客运中心站就只有

这点“能耐”，那你可就太小看它了。 西宁
汽车客运中心站是集酒店住宿、 道路客
运、 旅游集散等功能为一体的现代化汽车
客运站。 此外， 地上地下总共六层的西宁
汽车客运中心站， 每一层都有它独特的功
能。

先从地下二层开始说起。 地下二层是
一处大型停车场， 可供前往火车站的车辆
停放。

地下一层是班车的落客区。 班车进入
地下一层的落客区后， 旅客可在此下车。
此层与火车站地下人行通道相连， 旅客可
经由此层进入火车站， 或是前往西侧的公
交汽车站。

地上一层就是汽车客运中心站的售票
及候车大厅。 地上二层是一处由餐饮、购
物等组成的商业服务区。 需长时间候车的
旅客可以前往二层打发时间， 入口处就在
候车大厅内， 但想要享受候车时的购物时
光，还需要再等上一段时间。

地上三、四层是酒店的住宿区。目前该
酒店正在装修， 预计今年 7 月份才能对外

开放。
当然， 西宁汽车客运中心站最大的亮

点， 当属它的另一大用途———旅游集散中
心。 日后， 西宁汽车客运中心站将代售我
省各大景区的门票， 发布各大景区相关信
息，设立全省重点旅游景区班线，为各方游
客提供全方位的旅游服务。

从服务看：负责全省 70 余条班线的发
班任务

作为全省最大的汽车客运站， 它所承
担的班线数量当然也不少。 据了解， 西宁
汽车客运中心站将承担全省 70 余条省际
高客、 普客的发班任务。 除发往果洛、玉
树、海西、海北的班线，还有发往海南、海
东、黄南的部分班线。 此外，还有西宁发往
全省其他各市州州府所在地的班线， 和全
省重点旅游景区的班线。

22 日正式启用后，现设置在公交汽车
站的班线将全部移至西宁汽车客运中心
站。 而公交汽车站将逐步设置发往大通、
平安等地的公交班线。

本报记者 郑思哲 文 / 图

西宁汽车客运中心站候车大厅

站内自动检票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