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

郑交轨道 〔2017〕 312号

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关于印发 《郑州市轨道交通应急公交

接驳预案》的通知

各有关县 (市 、区)交通运输局、航空港区交通委、轨道交通有

限公司、市公交总公司、委属有关单位、机关有关处 (室
)∶

现将 《郑州市轨道交通应急公交接驳预案))印 发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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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轨道交通应急公交接驳预案

根据 《郑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故 (事件 )应 急救援

预案》要求,为做好我市轨道交通中断时乘客疏运工作,并结合

我市轨道交通与公交的实际运行情况,特制定本应急公交接驳预

案。

1 工作目标

通过制定城市轨道交通应急公交接驳预案,进一步明确职责

分工及应急工作流程,为 应急接驳疏运提供清晰的工作指引,增

强部门快速协调联动处置能力,提升公交城市轨道交通衔接服务

水平。

2 组织机构

2,1 轨道公交接驳应急指挥部

总指挥:市交通委分管副主任

副总指挥:市交通委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处处长、综合运输处

处长、安全信息处处长,航空港区交通委运输处处长,各相关县

(市 、区)交通运输部门分管副局长,轨道公司分管副总经理 ,

市公交总公司分管副总经理,航空港区公交公司分管副总经理 ,

各相关县 (市 、区)公交公司分管副总经理。

成员:轨道公司运营分公司负责人,市公交总公司调度中心

负责人,市公交总公司各分公司负责人,航空港区公交公司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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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负责人,各相关县 (市 、区)公交公司调度中心负责人,市

交运集团、市客运管理处有关负责人。

轨道公交接驳应急指挥部设在市交通委应急指挥中心。

职责:根据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及客流的变化,组织制定应急

公交接驳预案;组织城市轨道交通和各公交公司间有关运输服务、

客流变化等信息的沟通和共享;定期研究城市轨道交通应急公交

接驳对策;协调、解决应急公交接驳预案中存在的不足,及时调

整与补充预案;协调解决城市轨道交通、公交公司之间有关应急

接驳工作;负 责检查和监督应急接驳预案的执行;负责每年组织

一次应急接驳演练。

2,2 疏导小组

组 长:轨道公司运营分公司分管客运领导

副组长:轨道公司运营分公司安全技术部副部长、调度票务

中心副主任、站务中心副主任、安保部副部长。

成员:轨道公司运营分公司有关车站负责人,市公交总公司、

航空港区公交公司及各相关县 (市 、区)公交公司有关公交车辆

车长。

职责:组织、指挥和实施应急接驳预案;定期组织召开工作

小组例会,小 结应急公交接驳预案的执行情况,并提出改进意见;

协调执行应急接驳预案一般问题,收集汇总重大问题,提交指挥

部决策;负 责组织各相关单位细化应急接驳预案,制定本单位应

急接驳预案,直接对指挥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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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协调小组

组 长:市交通委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处处长

副组长:轨道公司运营分公司安全技术部部长,市公交总公

司、航空港区公交公司及各相关县 (市 、区)公交公司保卫部门

负责人。

职责:当 事件为较大以上级别时,协调各有关部门开展联动

工作;负 责收集相关工作信息,及时向市领导和有关部门报告。

3 工 作 内容 及 职 责 分 工

3.1 轨道公交接驳应急指挥部负责上报市应急办协调交警、

地铁公安等有关部门开展联动工作,及时掌握公交疏运情况并向

上级领导和部门报告。

3.2 市交通委交通应急指挥中心负责做好相关应急信息收

集工作,并将相关信息报送至轨道公交接驳应急指挥部。

3,3 轨道公交接驳应急指挥部负责根据轨道公司应急接驳

请求,督促、指导参与应急疏运的企业按要求组织公交车辆做好

疏运保障,及时疏运城市轨道交通滞留乘客。

3.4 各参与疏运的企业要熟悉预案、掌握工作要求,在应

急情况下及时组织公交车辆疏运乘客。

3.5 轨道公司负责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制定应急情况下轨

道公司对城市轨道交通站内乘客疏导的应急预案,明确应急接驳

疏运启动条件、应急处理流程及职责分工等,在应急情况下负责

组织做好站内乘客疏导、宣传解释等工作;二是做好故障发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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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需要启动应急接驳研判、报告及请求启动和结束城市轨道交

通应急公交接驳等工作;三是在应急接驳疏运过程中负责公交接

驳点的开设和广播引导乘客乘车、将城市轨道交通站内乘客引导

至公交接驳点、维护乘车秩序等工作,疏运结束后,并将疏运情

况及时报送至轨道公交接驳应急指挥部;四是负责应急接驳实施

情况报告、费用结算等相关工作。

3.6 交运集团和客运管理处应在轨道公交接驳应急指挥部

的领导下,组织大巴车、出租车做好就近接驳或特殊情况下的应

急接驳工作。

4 应急接驳区段划分

当出现跨区段或连续两个区段以上需进行应急公交接驳情

况下,各企业要根据交通管理部门的现场指挥做好跨区段或连续

多区段应急接驳疏运工作。

5 应急接驳预案报告内容和程序

由轨道公司0CC(运营控制中心 )按职责对故障进行研判 ,

并确定是否启用预案,如需启动,立即电话报告市交通委应急指

挥中心,同 时电话告知相关公交公司 (公交公司做好相应公交接

驳准备 );市交通委应急指挥中心立即向轨道公交接驳应急指挥

部报告;轨道公交接驳应急指挥部按职责及时组织做好应急公交

接驳疏运工作。具体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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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报告内容

轨道公司研判确需启动应急接驳预案时,轨道公司 0CC应将

如下内容电话报告市交通委应急指挥中心。

1)发生中断的开始时间,影响区段、方向。

2)预计影响的客运量。

3)预计影响的时间。

4)需公交接驳的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站名、接驳方向。

5)其它。

5,2 报告程序

由轨道公司0CC报告轨道公司运营分公司总经理同意后,报

告市交通委应急指挥中心,同 时告知相关公交公司,公交公司提

前做好接驳准备。市区内接驳由市交通委应急中心按委领导部署

启动接驳预案,向接驳承运单位下达接驳指令;市 区外接驳由市

交通委应急中心按委领导部署启动接驳预案,向 属地交通运输部

门下达接驳指令。属地交通运输部门向属地接驳承运单位下达接

驳指令。

各承运单位接到接驳指令后,安排相应的运力立即参与应急

接驳疏运;及时反馈应急运力准备、运作情况。

当滞留乘客疏散完毕或地铁恢复正常运营后,轨道公司0CC

调度应急电话报告轨道公交接驳应急指挥部和公交公司,公交公

司结束应急疏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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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急接驳预案的具体组织实施

6,1 应急接驳责任分工

6.1.1 轨道公司负责公交接驳点的开设和广播引导乘客乘

车,并维护乘车秩序。

6.1.2 公交公司负责营运车辆的调度。

6.1.3 具体承运单位负责车辆的接驳疏运。

6,2 车辆运行组织

6.2.1 公交公司根据本预案的分工和轨道公司0CC提 出的

应急接驳请求,组织相关承运单位按要求做好城市轨道交通滞留

乘客的疏运工作。

各承运单位安排的接驳车辆要悬挂明显统一的城市轨道交

通应急接驳标志,以便乘客及交警识别。第 1辆接驳车辆要求在

相关公司接到通知后 15分钟内到达,后 续车辆到达时间间隔不

超过 8分钟。

轨道公司工作人员应及时在指定的接驳点竖立应急接驳标

志牌,并应安排专人接洽应急接驳车辆及做好乘客引导、宣传告

示、解释等工作。

参与疏运的接驳车辆到达相应城市轨道交通站的接驳点后 ,

由城市轨道交通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乘客乘坐接驳车辆,并 向驾驶

员提供接驳车需到达车站的位置信息;车辆按指定路段、城市轨

道交通站接驳点停车上下客,到达接驳区段的首 (末 )站后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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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如此反复,直至接到结束应急接驳指令止。

6.3 其它组织协调

承运单位派出车辆的同时,将接驳方式通知轨道公司 0CC,

并报市交通委轨道公交接驳应急指挥部。内容包括:一是参加接

驳车辆的接驳区段和车辆数;二是预计到达接驳地点的时间;三

是其他有必要说明的情况。

6,4 费用结算

由轨道公司根据与各公交公司签订的协议完成应急接驳费

用结算。

7 会议制度

7.1 指挥部工作会议制度

指挥部工作会议应至少每年召开一次,会议由总指挥或总指

挥指定人员主持召开。

会议内容包括:总结全年应急接驳预案实施的情况,协调处

理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交流公交组织或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

织政策等信息,研究下一年度公交接驳对策,研究处理其他事项。

在紧急情况或必要时,由指挥部组织召开临时会议,研究决

策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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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疏导小组工作会议制度

疏导小组工作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会议由组长或组长指定

人员主持召开。

会议内容包括:总结应急接驳预案实施的情况,协调处理实

施过程中的问题,交流公交站点线路变更和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

织政策等信息,研究今后公交接驳实施有关问题。

在每次实行接驳或必要时,组织召开临时会议,总结接驳情

况、研究对策。

8 信息沟通制度

8.1 重大运输组织办法变更或必要时,轨道公司应向轨道

公交接驳应急指挥部提供并抄送公交公司等其他成员单位如下

信息:节假日延长运营时间、与应急公交接驳相关的地面导向标

志设置或出入口变更、通信联络方式调整;城市轨道交通可能出

现中断行车 30分钟、临时关闭车站、临时延长服务时间 (由城

市轨道交通0CC负 责 )等情况;公交公司应向轨道公司提供并抄

送市交通委轨道公交接驳应急指挥部等其他成员单位如下信息:

增设或减少公交车站 (应 急接驳公交线路相关的 )、 通信联络方

式调整等情况。

8.2 信息收集、发放及处理要求:信息提供要提前,并做

到及时、准确;各自按照应提供信息的规定,提前 2天通知对方

或发生事件时及时通知对方。轨道公司负责轨道交通日常信息的

收集、发放和处理,公交公司负责公交日常信息的收集、发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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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由 市交通委轨道公交接驳应急指挥部负责应急信息的收集、

发放和处理。

8.3 各有关单位如有联络人员调整和通信方式变化,应及

时上报轨道公交接驳应急指挥部。

9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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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轨道交通应急公交接驳工作流程

轨道公司oCC向市交通委应急指挥中心报告应急情况,接驳

时间、地点、接驳客运量、接驳方向等,同时告知相关公交

公司做好接驳准备。

交通委应急指挥中心向有关委领导汇报,通知相关部门负责人

市区外接驳由市交通委应急

指挥中心根据委领导部署启

动接驳预案,向属地交通运输

部门下达接驳指令

市区内接驳由市交通委应急

指挥中心根据委领导部署启

动接驳预案,向市内接驳运

营单位下达接驳指令

属地交通运输部门向属地运

营单位下达接驳指令

接驳交通运营单位根据指令安排车辆到达指定地点,接驳车辆负

责人与轨道公司疏散组负责人做好衔接。

︱

v

轨道公司做好接驳车辆疏散人员组织及乘客引导工作。

接驳车辆沿轨道线路站点疏散乘客。

人员疏散完毕后,轨道公司及参与接驳运营单位 (属地交通

运输部门)向市交通委应急指挥中心报告。

应急接驳工作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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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地铁_号 线应急公交接驳安排表

地铁车站站名 行 向 接驳口 应急公交接驳车停放位置

-11 —



附件 3

轨道交通应急公交接驳报告模板

您好 ,这 里是 郑 州地铁 0CC,我 是 当值 主任调

度 ,现地铁线路发生故障,向 市应急指挥中心

报告如下:_∶ _分      地发生故障,故障致

使
~    上/下行双方向/单方向发生中断 (或

晚点),预计影响客运量 甘 由      站 滞’ ^^· l        ~

留乘客    人,故障预计影响   小时,现 申请进

行在    站 (联系人:_电 话:   )~ 站

(联系人:_电 话:   )进行双向/单 向公交接驳 (如

中间有站不需公交接驳需单独说明,需公交接驳告知联系人

和电话 )。 请尽快组织公交接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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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联络人员通信表

单位 职务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19~ 
上0 ~



附件 5

城市轨道交通 站

说明 :

城市轨道交通 站

应急接驳汽车数量确认表

1.此联由轨道公司存查。

2.此表在接驳时,由城市轨道交通站工作人员和公交司机共同签字确认。

3.凭 此单结算。

应急接驳汽车数量确认表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车牌号 车型
公交司机

签字

轨道始发站

人员签字

轨道终点站

人员签字 其它

车牌号 车 型
公交司机

签字

轨道始发站

人员签字

轨道终点站

人员签字
丿t'亡

说明: 1.此联由公交公司存查。
2.此表在接驳时,由城市轨道交通站工作人员和公交司机共同签字确认。

3.凭此单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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