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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00 个城市规划，里程达现有数字 2 倍，引用多国技术

全国超 5000 公里有轨电车规划引发改委官员担忧
本报记者 孙丽朝 北京报道

今年年初国家发改委刚刚发
文对各地的地铁热“急刹车”之后，
另一种轨道交通的发展热潮也引
发了发改委的担忧。 近两年，广州、
成都、南京、郑州等地都推出了大
规模的有轨电车建设规划，据《中
国经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
全国各地有轨电车规划总里程已
经超过了 5000 公里， 这一数字是

当前全国运营地铁总里程的两倍

运营线路弊端显现

多。 国家发改委基础产业司巡视员
李国勇近日公开质疑地方有轨电

地方的建设和规划热情引发

目前，国内没有有轨电车成网

车项目存在一哄而上、盲目建设之
嫌，并对各地引用多国有轨电车技

了国家主管部门的担忧。李国勇近
日表示：
“近几年，有轨电车发展比

术的问题表达了忧虑。
地方动辄成百上千公里的有轨
电车规划为何会出现， 是否有建设

较快， 许多城市都建成了一两条
线，有的城市还规划了几百公里甚
至上千公里的有轨电车，但是不是

的必要， 在有轨电车产业发展过程

应该先做试点，取得经验之后再做

中如何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
都是这场热潮中需要思考的问题。

推广？ ”

运营的城市，从各地为数不多的在
建或运营线路来看，各种弊端已经

发车间隔长、客流量低、与机动车抢
占地面交通空间等问题。此外，由于
南京的有轨电车是放在路中间而

过发车间隔的调整来增加运能。 ”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赵坚表示，
有轨电车毕竟要占用非常紧缺的

开始显现。 据媒体报道，广州有轨
电车海珠试验段存在破坏沿线步
行道、占用人行道施工等现象。

不是路侧，在有轨电车扩容上也存
路中间只安排了一辆车停
在问题。
“
放的空间，以后车次越来越多时，可

地面道路资源， 规划不好的话，就
是对道路资源的浪费，现在地方急
于推动有轨电车项目有拉动经济

过秀成也坦承，南京河西开通

能会需要停放更多车，站点扩容就

增长和盲目跟风之嫌。

的第一条有轨电车项目也面临了

成了制约问题，导致未来只能是通

据了解，有轨电车属于轨道交
通的一种，自 2013 年 5 月，国家发
改委将城市轨道交通审批权下放

地方刮起有轨电车“热旋风”

给省级政府后，各地就进入了一个

说起电车， 许多人的印象还停

显示， 全国已有超过 100 个城市规

留在拖着两条长辫子的老式电车或
香港的“
当当车”。前者一度被淘汰，

划建设有轨电车。 截至 2014 年年
底，南京、大连、长春、上海等 7 个城

后者更多的是作为文化符号被保
留，运力有限。 但近两年，我国各地

市运营总里程达到 134 公里。 2015
年，青岛、淮安、珠海等城市将相继

迎来了一波现代有轨电车规划和建
设的热潮。

开通运营有轨电车。 到 2020 年，全
国计划建设的有轨电车线路总里程

早在 2013 年 7 月份，广州市市
长陈建华透露， 广州目前规划了有

将达到 2000 公里。
东南大学交通学院教授过秀成

轨电车约 1000 公里，有轨电车将成
为除了地铁、公交车之外，广州第三

是我国最早研究有轨电车的专家之
一，也曾参与南京、苏州等地的有轨

套公共交通系统。据媒体报道，成都
2
市规划局今年年初也宣布要建设“
环 17 射”地铁网和“1 环 4 射 9 片

电车项目前期工作。在他看来，地铁
建设有较为严格的条件， 比如人口
规模、城市 GDP、用地规模等限制，

区”有轨电车线网，将实现地铁与有
轨电车规划里程达到两个“1000 公
里”。上海市交通委巡视员周淮去年
年底表示， 上海已初步规划了 800
公里左右的现代有轨电车线路。 去
年底通过专家评审的 《郑州市现代

且投资规模比较大， 而有轨电车运
能介于地铁和常规公交之间， 造价
仅为地铁的 1/5 左右，具有快捷、成
本低、环保等优势，且当前我国对有
轨电车建设并未设条件。 所以不少
地方政府把有轨电车作为城市中心

有轨电车等新型交通方式线网规划
方案》显示，郑州市有轨电车近景规
划至 2020 年，规划线路 10 条，总长
约 145.5 公 里 ； 远 期 规 划 至 2030
年， 规划线路 31 条， 总长约 466.8

交通方式的补充或城市郊区与中心
的连接方式， 在苏州新区等一些正
在建设中的城市新区， 有轨电车将
可能成为交通骨干。
据了解， 现代有轨电车是运行

公里；远景展望至 2050 年，规划线
路 37 条，总长约 544.2 公里。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 目前全国
各地有轨电车规划总里程已经超过
了 5000 公里，这一数字是当前全国

在专用轨道上，采用平交道口和优先
信号的轨道交通系统。与旧式有轨电
车相比， 现代有轨电车车辆重量轻、
速度快。 最大的不同是动力来源，以
往仅靠触网供电，现在供电方式实现

运营地铁总里程的两倍多。 中国轨
道交通协会今年 4 月份发布的数据

了多样化， 包括电磁感应式供电、储
能式供电以及其他新能源供电等。

轨道交通批复和建设的高峰期。
“所以说不是所有权力下放都一定
是好事儿，一些审批权下放后很难
控制地方的投资冲动。”赵坚表示。
尽管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到
规划和建设有轨电车的大军中，但
过秀成表示，无法预估有轨电车要
多少年才能成网、成规模。“城市发
展的各个时期对一个交通方式的
认识不一样，有些交通方式热一阵
之后又冷下去了， 这都是很正常
的。现在大家建设有轨电车的热情
很高涨， 但建设后能否保障客流，
目前，全国各地有轨电车规划总里程超 5000 公里，被指过热。

本报资料室 / 图

谁来补贴运营亏损，这些都是要解
决的。 ”

多国技术进入中国市场
除了一哄而上的建设热情外，
李国勇还担忧：“目前有轨电车还

技术费， 而事实上他们的技术差
别不大。 ”

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模式”，而
现在有轨电车技术分别掌握在不

的市场都给国外企业，本土企业吃
不到，这是很不划算的。

引入了多国技术，会不会造成盲目
建设的问题？ ”

记者也发现， 珠海现代有轨
电车 1 号线首期工程进口的是意

同的地方和公司手中，各管各的，
每个地方都要花钱引入技术，这

“国外这些轨道交通巨头公关
能力都非常强，不排除他们对各地

对于技术引进的问题， 中国
工程院院士王梦恕也深有同感。

大利安萨尔多公司生产的“喜瑞”
列车；南京、苏州的有轨电车则引

是严重的资源浪费。 未来各地有
轨电车保养、 维修依然要依靠这

政府进行了公关的可能。 ”王梦恕
表示， 各地政府应该树立大局意

“世界上现代有轨电车制造厂家
主要有庞巴迪、 阿尔斯通、 西门

用了庞巴迪的技术； 而郑州则计
划与西门子合作建造第一条有轨

些外国企业。
过秀成也表示，有轨电车建设

识，统一与国外企业谈判，压低价
格，并加快自主化生产步伐，把市

子、卡福、安萨尔多等公司，由于
当前我国有轨电车是各地自主发

电车。
王梦恕回忆， 当初高铁招标

包括车辆、控制系统，土木建筑等，
市场非常庞大，可能国外企业起步

场交给国内企业来做。
“现在各地的有轨电车都是地

展， 不同的城市引入了不同国家
和企业技术， 也有两三个城市引
入同一个企业技术的， 导致的问
题是几乎每个城市需要向这些国
际巨头支付一笔不菲的专利费和

时， 原铁道部规定外资企业必须
与中国南车或中国北车合作，且
必须向中国企业转让核心技术，
这不仅让我国掌握了最先进的高
铁技术， 也造就了中国高铁“引

早，在车辆生产、控制系统稳定性、
能源供给系统建设方面积累了很
多的经验， 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
可以引用他们的技术，但最终还是
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否则这么大

方自主招标，从长远来看，政府肯
定要为有轨电车的技术和要求制
定统一的标准，并在政策上给予引
导，这是一个产业健康发展所必须
的。 ”过秀成表示。

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被举报索贿百万

湘老干局“空头”招商牵出天价活动中心
本报记者 郝成 长沙报道

湖南省委大院金秋楼的这起举报，
正向更广阔处延伸。《中国经营报》

企业公开实名举报，称其以虚假项
目招商，并向企业索贿近 130 万元

并无相关规划手续， 而耗资 1.68
亿 元 建 成 的 “二 期 项 目 ”（金 秋

进口大理石、羊毛地毯、真皮
座椅……耗资 700 多万元装修、试

记者调查发现，此事背后还牵涉老
干局楼堂建设、地产开发、租赁等
多个问题。

用于购买房产。 据介绍，此次举报
内容已获相关领导批示，目前正处
于初查阶段。

楼）， 造价超过 6000 元 / 平方米，
且存在违规开建、未验收即使用、
安全质量等问题。 该局还曾在长

近日， 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
长、 省委老干部局局长常世雄，被

此外， 记者从规划等部门查
实， 涉 事 的“活 动 中 心 三 期 项 目 ”

沙开发两处地产， 也被举报存在
诸多问题。

营 业 几 个 月 后 ，1000 多 平 方 米 的
“老干部食堂”关门，一场指向省委
组织部副部长的举报开始。 发生在

多事的食堂
巨资建成、奢华装修的金秋楼，被指存在无行政许可，且有质量问题，承包方因无法办理相关证照而关闭食堂。
精美的餐具， 整齐地码放在发
霉的地毯上；金色的皮椅，围绕着实
木旋转餐桌；巨大的水晶灯、大理石
地板……大门紧锁，窗帘低垂，如果
不是厕所持续传来的漏水声， 这个
上千平方米的饭店几乎没有任何动
静。近日，记者进入位于湖南省委大
院旁、老干局金秋楼一楼的
“老干部
食堂”，发现其早已停业。
而记者从湖南省委老干部局了
解到，此次针对常世雄的举报，除反
腐大环境的背景外，直接原因即该停
业食堂。 承包该食堂的某地产企业，
在耗资 700 多万元完成装修、投入试

理相关证照，且存在质量问题。
据公开报道，金秋楼于 2009 年
奠基，相关报道称
“该楼总投资 1.28
亿元， 建筑面积 2.65 万平方米，实
行全程代建，建设工期为 20 个月”，
地上 11 层，地下一层。 但记者从多
方证实，该楼至今尚未完成建设，且
有老干局相关人员称， 其实际投资
高达 1.68 亿元，这意味着其每平方
米造价近 6300 元，远高于当地平均
1000 多元的土建价格，而建筑面积
实际并未达到 2.65 万平方米。
在官方资料中， 金秋楼项目被
称作“
省老干活动中心二期工程”，

心”）是名义上的业主方。 记者在长
沙市规划局查询到的资料显示，该
项目在 2010 年上报， 但在 2013 年
8 月 1 日才获建设工程用地规划审
批。 这意味着金秋楼建成后才获得
了部分规划审批。
“
究竟有什么问题，至今都没搞
好验收？”活动中心相关人员称，活动
中心大院内原本即有食堂，位于东海
楼，金秋楼这个豪华食堂属于重复设
置，甚至，金秋楼本身也属于多余建
设，因为已经建成的东海楼、南山楼
不仅足够自用，且始终大量出租。
该人士还透露， 此前因为赶走

层关注，更早之前，还有过港商在完
成东海楼装修后发生纠纷的旧事。
多方信源向记者透露， 在金秋
楼食堂装修前及装修期间， 常世雄
曾多次将承包企业喊到省老干局会
议室播放幻灯片， 要求更改装修方
案，提高“
档次”。 据了解，该食堂在
2013 年年末完成装修后，水、电、气
均未通，到 2014 年 3 月才开始试营
业，当年 9 月底关门。
八个月后，2015 年 5 月末，承租
企业选择在网上公开实名举报省委
组织部副部长、 老干局局长常世雄，
称其以虚假项目为诱饵，要求企业高

运营后，发现该食堂所在的金秋楼并

作为老干局的二级单位， 湖南省老

东海楼食堂承包人未给补偿， 导致

标准装修并承包金秋楼食堂，在此过

未验收，也无任何行政许可，无法办

干部活动中心 （以下简称“
活动中

对方以喝农药闹事， 曾一度引起高

程中索要房产。

百万购房款
监管资金账户、房产中介均证实涉事房产成交价为 165 万元，并非 48.5 万元或 64 万元，其中企业实际出资近 130 万元。
记者从老干局相关人员获得资
料显示，在 2013 年 7 月 12 日，活动
中心作为甲方， 与湖南某置业公司
（以下简称
“A 公司”）签订房屋租赁

“
这个就是所谓的三期工程，但
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立项、审批的，纯
属虚构。 ”知情人透露。 记者随后从
规划等部门核实， 确无该项目的申

天心区九峰小区购买一套房产，以
便女儿就近上班居住。 具体购房过
程中， 常世雄及妻子罗某某均有出
面，罗为当地公安系统公职人员。

制式合同中， 亦标明其房产售价为
165 万元。
相 关 记 录 显 示 ，2013 年 8 月
28 日，业主杨某与罗某某前往长沙

合同。 合同中表明该餐厅建筑面积
为 1340 平方米。租金则约定为每年
100 万元，每三月缴纳一次租金。
此外， 在上述合同签订当天，活
动中心还与 A 公司签订了《湖南省老

报信息。
而 A 公司在举报中称， 经省委
组织部李某某介绍认识常世雄后，常
即宣称可以给 A 公司三期项目做，
此后又以验证该公司实力为名，要求

据参与此事的房产中介公司人
员回忆，2013 年 8 月初， 常世雄及
其妻罗某某先后在九峰小区看了三
四套房产，最终看中该小区一区 17
栋 601（160 平方米、带车位、杂屋）。

市二手房交易中心办理过户手续。
根据长沙相关规定，他们需在一楼
的中信银行储蓄所开设监管资金
账户， 罗在监管账户存入 48.5 万
元，并以此金额与杨某签订合同编

干部活动中心干部职工宿舍危房改
造合作协议》。 该协议指明，危房地块
位于金秋楼东侧，地块面积约 16.222
亩，
“
实际有效面积 13.208 亩”。

该公司装修并承包金秋楼食堂。
A 公司称，在这一过程中，常提
出因为自己的女儿要从某公职调到
某银行任职， 要求该公司在长沙市

此后在通城国际酒店与业主杨某见
面，但未谈拢价格。此后在中介沟通
下，最终敲定售价为 165 万元。 8 月
21 日，业主杨某在中介公司盖章的

号为 KF1308280091 的二手房买卖
合同。 记者获悉，举报以来，常世雄
一方还出具了一份总额为 64 万元
的合同。

高价风险
常世雄一方曾向企业退还 15 万元。 湖南省老干局在长沙的
两处地产项目，均遭其内部人员举报。
但中介人员回忆及 A 公司

数万元餐费， 纠纷总金额合计上

举报函均称，当天 A 公司以黑色

千万元。 该中心主任常军负责交

塑料袋带来 110 多万元现金，此
后在银行用两台验钞机清点，罗
某某、杨某及 A 公司人员则在两

涉，在举报出现后，常军还曾到纪
委部门陈述交涉过程。
有趣的是，记者了解到，在公

三米外休息区等候。
人证之外，记者获得的杨某、
A 公司账户交易明细清单显示，
在 2013 年 8 月 27 日，A 公司人
员曾支取 120 万元， 而次日即过
户房产当日， 杨某则在监管账户
中存入现金 113.6 万元。
据 A 公司举报，除该笔现金
外， 该公司还支付了中介费、税
金、保证金等 14 万元。最终，该公
司称在房产交易中， 其出资超
128 万元。
据 举 报 材 料 ，2014 年 ，A 公
司在承包食堂后，随即发现，由于

开举报前，常世雄曾与 A 公司人
员面谈， 并表示涉事房产并不值
165 万元，并在随后根据 64 万元
的那份合同，向 A 公司退还差价
15.5 万元。 而知情人称， 所谓的
64 万元合同，实际上就是一份假
合同，合同中的“杨某”并非业主
杨某本人签字。
“
这么做，最大的可能就是防
止将来出事， 所以把金额通过协
议形式变小。 ”知情人分析称。 采
访中，记者还从相关部门证实，老
干局在长沙另外两个地产项目
“
嘉盛逸林”和“嘉盛和园”亦曾被

金秋楼无行政许可，无竣工验收，
无法办理餐饮特许行业相关营业
证照，又前往相关部门咨询，发现

其内部人举报违规开发建设。
据了解， 上述两个项目用地
均为划拨土地，原属老干局下属老

并不存在所谓“三期开发工程”，
便开始与老干局、活动中心、常世
雄交涉。
活动中心人员出示 的 往 来
函 件 显 示 ，A 公 司 在 2014 年 9
月后陆续发来多份公函， 催促

干所。 其中嘉盛逸林面积较小，而
嘉盛和园则占地颇大，其户型最小
为 130 平方米， 最大为 240 平方
米。 前者目前售价为 5000 元 / 平
方米。
据 常 世 雄 2015 年 5 月 12

解决问题， 并通知解除房屋租
赁合同。 活动中心主任常军还
曾与 A 公司一起抓阄决定评估

日，在《湖南日报》撰文，湖南省现
有 82 万离退休干部， 常提出应
“组织老同志在主要媒体网站积

公司，但后又以省钱为由，取消
了评估。
“50 万元的诚意金要退，但
后来又决定不退了。 常军说只要
他当一天主任，这钱就不退。 ”活
动中心人员介绍，双方的纠纷，除

极发声、扶正祛邪，净化网络舆论
环境”。
据介绍，企业在网上公开实
名举报后，湖南省纪委有关领导
随即批示进行初查。 截至发稿，
常世雄、其妻罗某某、省委组织

了食堂装修款外， 还有此前签订
履行房屋租赁合同时收取的 50
万元“诚意金”、46 万元工程款及

部李某某等均未对此事作出回
应。 活动中心则称已就此向有关
部门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