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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近7亿
新报讯（记者 高志华）
“位于海东路与万通路交
汇处，呼和浩特火车东站
北面的呼和浩特汽车客运
东枢纽站 （
） 建成2年
了，可至今没有投入使用。
花那么多钱建成的汽车
站，为何不运行呢？”近日，
有市民向本报反映。
11月5日，记者就市民
反映的问题来到位于海东
路与万通路交汇处的呼和
浩特汽车东站，看到该站
已经建设完成，车站东面
的广场上长了很多野草，
进站口写着呼和浩特汽车
客运中心的字样，但大门
紧锁，记者从车站东面供
客车进站的进站口进入。
这座客运站分为三层，地
下一层是乘客换乘的地

以下简称呼和
浩特汽车东站

方，一楼为乘客乘车处，二
楼为候车厅。因为车站西
侧有人在做防水，记者进
入一楼，看到一楼所有的
安检设备都已经安装完
毕，因为尚未投放使用，各
种设备上都还贴着保护
膜。二楼候车厅面积很大，
现代化十足。
随后，记者来到该站
—呼和浩特
的管理单位——
市城发客运经营有限责任
公司 （
）。城发客运就位于车站
西侧的办公楼里，记者从
该公司挂在墙上对呼和浩
特汽车东站的介绍中了解
到，该站总占地面积83773
平方米，其中站前广场面
积3480平方米，停车场占
地面积24900平方米。发车
位35个，售票窗口13个。呼

运

以下简称城发客

呼和浩特汽车东站难运行
和浩特汽车东站作为交通
部规划的45个主枢纽站场
之一，
2013 年 经 呼 和 浩 特
市政府委托市城发公司投
资建设，是“站运分离式”
的社会公用型一级汽车客
运站。
预计2023年达到日发
送 量 20000 人 次 的 吞 吐 能
力，承载有运输服务、运输
组织、
中转换乘、
多式联运、
通讯信息与服务、车辆维
修、
辅助服务等基础服务功
能，并形成面向社会，满足
出行旅客吃、住、行、休闲、
商贸、商务、办公和信息网
络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完善
的综合服务体系。
呼和浩特
汽车东站与呼和浩特火车
东站属同场异站，
紧邻呼市
公交站和呼和浩特白塔国
际机场，
“三站一场”
形成了
相互关联互补、
支撑互动的

中行呼和浩特市新华支行献血5000毫升

综合运输格局。
因到了中午，城发客
运的工作人员已经下班，
记者未能采访到相关负责
人。
11月6日，记者再次来
到城发客运，据该公司副
经理李成相介绍，呼和浩
特汽车东站于2016年底建
成，到现在车站已经投入
近7亿元，交通部还为车站
补贴了4000万元，其余资
金由市政府出资。车站建
成后，公路客运市场下滑。
现在，呼和浩特一天的客
运量也就七八千人次，以
前的一些线路因客源不好
也停发了。因为呼和浩特
现在的客运资源都在民企
手里，客车发往各地的线
路没法往过拿 （

客车线路
不能随便定，每一条线路
必需通过运管部门的审批

缓解早高峰
冰）

新报讯（记者 郝儒

11月8日，记者从呼
和浩特市公交总公司了
解到，为缓解早高峰客流
压力，首府已规划5条区
间线路公交车，拟定于11
月9日开通运行。
为了不断提升公交
运营效率，公交公司多次
实地勘察，计划采取大站
直线运营模式，开通了5
条区间线路公交车，包括
大学路区间线、新华大街
区间线、乌兰察布街区间
线、兴安路区间线、昭君

中行呼和浩特市新华支行员工参加无偿献血
新报讯（记者 段丽萍）
11月7日，为弘扬助人为乐
的人道主义精神，中国银
行呼和浩特市新华支行组
织员工开展无偿献血活
动。
初冬的寒冷阻挡不了
员工们积极报名的热情，
当“北方新报号”献血车驶
进公司楼下时，员工们有
序排队，依次进行信息登
记、血液类型检验等一系
列环节。
“ 无偿献血是公民
的义务，也是对社会奉献
爱心的一种具体表现，还
能促进献血者自身血液再
生。
”正在献血的马海源对
记者说。刚刚走下献血车
的田卓然也表示，无偿献
血是一件光荣、高尚的事
情，想到自己的血液能够
帮助患者时，就感觉无比

地自豪。
有的员工是第一次献
血，不免有些紧张，但在医
务人员的讲解下，纷纷放
松心态。参加献血的人群
中，不乏参加过好几次无
偿献血的员工，他们更是
现身说法，用实际行动支
持无偿献血工作。据统计，
当日共有48人报名参加无
偿献血，经过筛查16人符
合献血条件，共献血5000
毫升。
据该行行长宝兴文介
绍，该行一直以来秉承“认
真做事，传播正能量，为社
会做贡献”的宗旨积极参
与社会公
益活动，把
无偿献血
作为员工
履行社会

责任的一个重要载体。今
年是《献血法》颁布实施20
周年，该行将继续支持和
参与无偿献血这项光荣事
业，并希望发挥“榜样的力
量”
，唤起更多企业与个人
投身无偿献血事业。
北方新报社和内蒙古
血液中心联合牵头的“无
偿献血公益联盟”
，今年继
续开展招募工作。欢迎各
大企事业单位积极加入联
盟，联盟将汇集更多社会
力量，为呼和浩特地区临
床用血提供更多的血液储
备。爱心邀请热线：
0471-6659562、
6635225。

才能运营

），虽然政府部门
多次协调，线路也协调不
过来。后来公司出了几个
方案，包括合作经营，可民
企不但要控股，还要求解
决人员安置的问题，一解
决就是几百号人，解决少
了民企还不干，这个方案
也就没有推行。第二种方
案就是把东站租给民企，
如果租给民企，包括水、
电、暖等基础费用民企拿
不出来不说，甚至是折旧
费都拿不出来，这套方案
也实施不了。目前，汽车站
想转行为旅游集散中心，
通过与旅发委合作，发展
旅游运输，现在正在探讨
中。由于汽车站的配套设
施还不完善，像汽车东站
东广场应该与火车东站打
通，但现在已经停工，因为

没有人，客运车也不愿意
来。汽车东站建站时就是
以客运为主，以旅游集散
和物流运输为辅，因为北
京至呼和浩特高铁没有开
通，从公司的角度目前也
不想把汽车站运行起来，
如果一运行，公司就要承
担很大的费用。北京至呼
和浩特高铁开通后，公司
将开展相关业务。目前，公
司最困难的是路网配套
（
）和线路
规划的问题。
11月7日，呼和浩特市
交通运输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
公路客运的客流量每
年以30%的速度下降，好多
线路停运或减少班次，
客运
市场不景气是汽车东站到
现没有运营的主因。

与火车东站打通

今起开通5条区间公交线路
路区间线。其中，大学路
区间线单程10.9公里，从
公交一公司始发，至火车
东站，途经滨江花园、公
园南门、内蒙古大学、内
蒙古国际蒙医院等多个
站点；新华大街区间线单
程12公里，火车东站始
发，至新世纪广场，途经
团结小区、万达广场、呼
和浩特市政府等多个站
点；乌兰察布街区间线单
程10.3公里，火车东站始
发，至内蒙古图书馆，途
经内蒙古医院、呼和浩特

◎

市城建培训中心、呼和浩
特市政府等多个站点；兴
安路区间线单程15公里，
卷烟厂住宅新区始发，至
公交总公司，途经惠民
街、驰誉、润宇家居、喜悦
广场；昭君路区间线单程
9.4公里，内蒙古大学创业
学院始发，至公主府公
园，途经南茶坊、旧城北
门、
供电局等站点。
这些区间线公交车
旨在缓解早高峰客流压
力，
每天早上从始发站，
6:
50、
7:10、
7:30依次发车。

现场短新闻

爱在立冬

“大娘，这是免费给您的米面。”“大爷，今天一定要留在这儿吃饺子啊。”
11月7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冬，也意味着天气一天天转冷，而呼和浩特市
巨海城社区的20多位老人齐聚一堂，不但收到了爱心企业给的米面油醋，还
吃上了热乎乎的饺子，胃里暖暖的同时，心里更暖。
为了关注空巢老人，并给经济困难老人实际的帮助，巨海城社区活动中
心和垦荒人绿色食品连锁超市联合举办了“爱在立冬，温情你我”活动。8时
许，工作人员就开始布场、摆盘、洗菜、和面。活动中，老人们都争相动手，你
剁馅儿来我擀皮儿，包饺子、煮饺子，每个人手下的活儿不停，脸上的笑也不
停。而在另一边，更有工作人员给老人测血压、测心率，屋子里满是欢乐的气
息和爱的味道。
“社区的活动好，爱心企业也好，能参加这样的活动，我是既感动又激
动。”活动中，年近七旬的单大娘一边包饺子一边说道。包好饺子后，工作人
员将煮好的饺子打包装盒，来到路边，送给在室外工作的环卫工人和保安人
员，一起分享温暖。
垦荒人绿色食品连锁超市呼和浩特分店总经理李月表示，希望尽自己
的一些力来帮助贫困家庭，关爱空巢老人，并借此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让邻里乡亲更相亲相爱。
文/本报记者 马丽侠 实习生 范丽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