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条 为了加强地下水保护和
管理，保障地下水可持续利用，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
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
事地下水保护、利用、管理及其相关工
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地下水保护和管理应当
遵循统筹规划、保护优先、高效利用、防
治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统筹全
区地下水保护和管理工作。盟行政公
署、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指导监督本行政
区域内地下水保护和管理工作。旗县
级人民政府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
下水保护和管理工作。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地下水
保护和管理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自治区实行地下水保护管理目标
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旗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当将地下水保护和管理目
标完成情况纳入对下级人民政府及其
负责人考核评价的内容。

第五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
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下
水监督管理工作。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牧、住房和城乡
建设、工业和信息化等有关部门按照职
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下水保护
和管理相关工作。

第六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水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组织编制自治区地
下水保护与利用规划，经征求有关部门
意见，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有关工
业、农牧业、能源、土地、矿产资源开发
等专项规划涉及地下水的，应当同地下
水保护与利用规划相协调。

第七条 自治区实行地下水取用
水总量控制和水位控制制度。

自治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根据经批准的地下水保护与利用
规划，按照水文地质单元套旗县级行政
区域划定管理单元，确定各管理单元规
划水平年的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指
标、生态水位或者规划水平年水位控制
指标。

旗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各管理单
元的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分解
到苏木乡镇和城乡生活、工业、农牧业、
生态等行业，其中农牧业地下水取用水
控制指标应当逐步分解到取用水户。

各管理单元取用地下水总量不得
超过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地下
水水位不得低于水位控制指标。对于
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水位不符合管控指
标要求的管理单元，旗县级人民政府应
当采取治理措施，限期达到地下水取用
水总量和水位控制要求。

第八条 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
指标应当根据各管理单元的地下水可
开采量、生态水位管控要求确定。生态
水位应当根据管理单元内维持主要原
生植物种群生存需要的地下水位埋深
确定。

管理单元实际取用地下水总量数
据通过计量监测、以电量折算水量等方
式统计，水位数据根据地下水水位监测
数据确定，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
管部门按年度组织开展评价，作为相关
考核的依据。

第九条 编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规划、城市总体规划、行业专项规划和
重大建设项目布局等，涉及取用地下水
或者对地下水产生重大影响的，应当进
行规划水资源论证，并符合管理单元地
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和水位控制
指标要求。规划水资源论证报告应当
经有管理权限的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

第十条 取用地下水的单位和个
人，除下列情形之外的，应当申请取水
许可：

（一）为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
畜禽饮用年取水 1000 立方米以下的；

（二）为保障矿井等地下工程施工
安全和生产安全必须进行临时应急取

（排）水的；
（三）为消除对公共安全或者公共

利益的危害临时应急取用水的；
（四）为农牧业抗旱和维护生态与

环境必须临时应急取水的；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需要申

请取水许可的其他情形。

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取水，
应当于应急取（排）水结束后五个工作
日内，向有管理权限的旗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第四项规
定的取水应当经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应急情形消除后，取水单位或者个
人应当立即停止取用地下水，并封停应
急取水设施。

取用地热水、矿泉水的，应当同时
依法取得采矿许可。

第十一条 对于地下水取用水总
量超过控制指标或者水位低于控制指
标的管理单元，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水行
政主管部门将其所在旗县（市、区）确定
为取水许可限批区域，并明确限批期限
和整改要求。

在限批期内，除城乡居民生活或者
供热管网补水等特殊情形外，应当暂停
审批新增取用地下水。

在限批期内，被限批地区旗县级人
民政府应当采取整改措施。整改完成
后，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审核，解除限批。

第十二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农
牧业地下水灌溉项目应当采用滴灌、喷
灌等高效节水技术。已建农牧业地下
水灌溉工程尚未采用高效节水技术的，
应当逐步开展高效节水改造。

新建、改建、扩建工业和服务业项
目用水水平不得低于国家或者自治区
行业用水定额的先进值；尚未制定先进
值的，应当不低于通用用水定额。用水
水平低于通用用水定额的工业和服务
业企业应当限期实施节水改造。

城市绿化优先使用再生水。严禁
取用地下水用于城市水景观、水上娱乐
项目和人工造雪。

第十三条 农牧业灌溉取用地下水
的，由取用水户依法申请办理取水许可，
也可以由嘎查村民委员会或者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农牧民合作组织申请办理。

农牧业灌溉建设项目需要取用地
下水的，由建设单位办理取水许可。

第十四条 建立旗县、苏木乡镇、
嘎查村、井长或者管水员四级地下水保
护与管理责任体系，明确工作责任。旗
县、苏木乡镇、嘎查村的地下水保护与管
理责任人由旗县级人民政府组织确定。

嘎查村应当根据需要配备专职或
者兼职井长或者管水员，划定地下水管
护责任区，对所辖农业机电井实行网格
化管理。

井长或者管水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巡查管护农业机电井，确保机

电井以及计量监控设施正常运转；
（二）督促落实地下水保护和管理

制度措施；
（三）制止、举报违反地下水保护和

管理制度措施及其他破坏地下水的违
法行为；

（四）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地下水保
护、管理具体工作。

第十五条 火力发电、钢铁、纺织、
造纸、石化和化工等高耗水工业项目禁
止取用地下水。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并符合地下水
取用水总量和水位控制要求的，可以依
法取用地下水：

（一）对水质有特殊要求的食品、药
品等工业项目；

（二）不具备其他水源供水条件的
其他工业项目。

第十六条 除不需要申请取水许
可的情形外，取水申请经审批机关批准
后，申请人方可兴建地下水取水工程或
者设施。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新建、改
建、扩建地下水取水工程：

（一）不符合管理单元地下水取用
水总量和水位控制指标要求的；

（二）因地下水开采可能引起严重
地质灾害、地下水污染或者对生态系统
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的；

（三）公共供水可以满足需要或者
利用地表水、再生水等其他水源可以满
足用水需要的；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
形。

第十七条 矿产资源开采、地下工
程建设疏干排水量达到规模的，应当申
请取水许可。疏干排水量规模由自治
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采矿单位和地下工程建设单位应
当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疏干排水量，优先
利用疏干水作为生产用水，无法全部利
用的，应当处理达标后排放。

矿产资源开采需要疏干排水的企
业，应当建设使用地下水水位自动监测
设施，监测数据上报有管理权限的水行
政主管部门。

第十八条 不可更新或者难以更
新的地下水应当作为战略储备或者应
急水源，除经批准的应急生活用水、无
替代水源地区的居民生活用水、地热水
外，禁止开采。

地下水利用应当分层开采，不同含
水层应当采取止水措施，不得多层混合
开采。

第十九条 地下水取水工程应当
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相关规定安装使用
计量设施。已有地下水取水工程未安
装计量设施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取水许可管理权
限责令取用水户限期安装。

单位和个人取用地下水量达到取
水规模以上的，应当安装使用地下水取
水在线计量监控设施，并将监测数据传
输到有管理权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
取水规模标准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水行
政主管部门规定。

未安装在线计量监测设施的，取用
水户应当定期向有管理权限的水行政
主管部门报送取用水数据。

第二十条 农牧业灌溉取用地下
水暂不具备计量条件的，可以采取以电
量折算水量、以用电控制用水的方式进
行取用水管理，供电部门应当向水行政
主管部门提供农牧业灌溉机电井用电
量数据等相关信息。

农牧业灌溉取用地下水的单位或
者个人申请新装用电设施或者增容用
电的，应当申请办理取水许可。未取得
取水许可的，供电部门不得供电。

第二十一条 取用地下水的单位
和个人，应当依法缴纳水资源税。

自治区实行超计划、超限额累进征
收水资源税制度。自治区人民政府应
当组织有关部门分类分区制定地下水
水资源税税额标准。同一用途取水的，
地下水税额标准高于地表水、地下水超
采区税额标准高于非超采区。

使用供水工程供应的水，应当向供
水单位交纳水费。居民生活用水实行
阶梯水价制度，非居民生活用水实行超
计划、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第二十二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水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划定地下水超
采区，经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报自治区
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自
治区相关要求，组织编制地下水超采区
治理方案，并采取调整产业结构、置换
水源、节水改造、调整种植结构、退减灌
溉面积等综合措施，有计划地逐年削减
地下水超采量，限期达到采补平衡。

超采区地下水实现采补平衡的，旗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持续按照管理单元
生态水位控制要求，采取管控措施，逐
步恢复到生态水位。

第二十三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水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统筹考虑地下水超
采、生态水位控制、地下水开发利用情
况以及水文地质条件等因素，组织划定
本行政区域内地下水禁采区、限采区，
经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报自治区人民政
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禁采区、限采区划定后，确需调整
的，应当按照原划定程序进行调整。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划为禁采区：

（一）已发生严重地质灾害或者生
态损害的区域；

（二）地下水超采区内通过公共供
水或者替代水源已经解决供水问题的

区域；
（三）重大基础设施保护区域、重要

文物保护范围、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
缓冲区；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其他需要
划为禁采区的区域。

在禁采区内，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
新增取用地下水；旗县级人民政府应当
对已有地下水取水工程予以限期封闭
或者停止使用。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划为限采区：

（一）地下水严重超采区；
（二）开采地下水可能引发地质灾

害或者生态损害的区域；
（三）重要湿地、地质公园等特殊保

护区；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其他需要

划为限采区的区域。
在限采区内，除下列情形之外，不

得新增取用地下水：
（一）没有其他水源地或者其他水

源不具备供水条件时，为保障民生用于
城乡居民生活或者供热管网补水而必
须取用地下水的；

（二）因工程建设确需临时施工取
水的；

（三）为保障地下工程施工安全和
生产安全必须进行临时应急取（排）水
的；

（四）为消除对公共安全或者公共
利益的危害临时应急取水的；

（五）为开展地下水监测、勘探而少
量取水的。

属于前款第（一）项情形取用地下
水的，旗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的压
减其他行业用水，不得增加地下水取用
水总量。

第二十六条 旗县级人民政府应
当有计划地关闭公共供水范围内的自
备井。

对水质水量有特殊要求的取用水
户使用自备井的，应当经有管理权限的
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七条 禁止在集中式地下
水饮用水水源地、地下水超采区建设地
下水源热泵或者地温空调系统。禁止
抽取不可更新和难以更新地下水用于
地下水源热泵或者地温空调系统。

建设地下水源热泵或者地温空调
系统，应当安装取水和回灌在线计量监
测设施，并将监测数据报送有管理权限
的水行政主管部门。

建设地下水源热泵或者地温空调
系统，应当实行同一含水层等量取水和
回灌，不得污染地下水。

第二十八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应当加强地下水水源保护，充分利用
自然条件补充地下水，有效涵养地下水
水源。

鼓励、支持单位和个人因地制宜，
采取人工回灌、雨水渗透等措施，增加
地下水的有效补给。人工回灌补给地
下水的，不得恶化地下水水质。

城乡硬化地面应当采用透水性强
的建筑材料和结构形式，增加雨水入渗
对地下水的补给。河流、湖泊整治应当
兼顾地下水水源涵养。

第二十九条 化学品生产企业和
工业集聚区、矿山开采区、尾矿库、危险
废物处置场、垃圾填埋场等的运营或管
理单位，应当采取防渗漏等措施，防止
污染地下水。

农村牧区建设生活垃圾集中堆存地
的，应当同时建设符合要求的防渗工程。

第三十条 废弃矿井、钻井、取水
井的责任主体应当采取合理的封井措
施和工艺，防止污染地下水。

废弃采砂坑、采土坑的责任主体应
当及时回填，防止污水、垃圾等污染物
积聚造成地下水污染。

第三十一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水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自然资源等部
门建设地下水监测网络，组织对地下水
水位进行动态监测，在各管理单元布设
地下水水位监测井，并建立地下水监测
数据共享机制。

第三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侵占、损坏或者擅自使用、移动地下
水计量监测设施和标志。确需迁移或
者改建地下水监测设施的，建设单位或
者个人应当制定迁移或者改建方案，并
征得相关主管部门同意。迁移或者改
建的费用，由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承担。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毁损、隐匿、伪
造、涂改地下水计量监测原始数据资料。

第三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
有节约和保护地下水的义务，对浪费、
污染和违法取用地下水的行为有权投
诉、举报。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
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受理投诉、举报
后，应当及时核实，依法查处，并将查处
结果向投诉人、举报人反馈。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
行为，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已经作出具
体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
条规定新建、改建、扩建地下水取水工
程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
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
拆除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除，所需
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
条第一款规定，矿产资源开采、建设地
下工程疏干排水量达到规定规模，未依
法办理取水许可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改正，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
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
矿产资源开采需要疏干排水的企业未
安装地下水位自动监测设施的，由旗县
级 以 上 人 民 政 府 水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处
5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未按照要
求报送监测数据的，处 5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
条规定，达到取水规模以上的单位和个
人未安装地下水取水在线计量监控设
施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安装，处 5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在线计量监控设施不合格或者运
行不正常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更换或者修复；
逾期不更换或者不修复的，可以处 1 万
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在禁采区、限采
区违法新增取用地下水或者拒不执行
地下水取水工程封闭或者停止使用决
定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
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
拆除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除，所需
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七条第一款规定，在禁止地下水源热泵
和地温空调系统取水范围内建设地下
水源热泵或者地温空调系统的，由旗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责令限期拆除或者封闭
取水工程或者设施，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拆除或者不封闭
取水工程或者设施的，申请人民法院予
以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三款规
定，地下水源热泵或者地温空调系统未
按照规定取用地下水的，由旗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
改，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
规定，废弃矿井、钻井、取水井或者废弃
采砂坑、采土坑的责任主体未采取封井
或者回填等措施的，由旗县级人民政府
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逾期
不改正的，可以指定有能力的单位代为
采取封井或者回填等措施，所需费用由
违法者承担；造成地下水污染的，依法
承担污染治理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
二条规定，侵占、损坏或者擅自移动地

下水监测、计量监控设施的，由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相关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处 1 万
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采取
补救措施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相
关主管部门代为补救，所需费用由违法
者承担。

第四十二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或者徇私舞弊的，对负有直接责任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 四 十 三 条 本 条 例 自 年
月 日起施行。2013 年 8 月 1 日内蒙
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197 号公布，根
据 2018 年 1 月 16 日《内蒙古自治区人
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政府规章的决定》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230 号）
修正的《内蒙古自治区地下水管理办
法》同时废止。

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地下水
保护和管理条例（草案）》的说明

一、制定的必要性
水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

先导性、控制性要素，地下水是我区水
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自治区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长期以来，
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高
度重视地下水保护和管理工作。自治
区先后制定出台了《内蒙古自治区地下
水管理办法》《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地下水生态保护和治理的指
导意见》等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地下
水管控、超采区治理等工作作出具体部
署，地下水保护和管理工作取得初步成
效。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地下水保
护和管理中深层次的问题逐渐凸显，部
分地区地下水开发利用已经超过或者
接近上限，局部地区地下水水位下降严
重；地下水保护管理责任不够明确；农
牧业地下水灌溉管理相关制度不健全、
监管力度不够，难以适应“以水定城、以
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刚性约
束要求。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水管水，
有效解决我区地下水保护和管理中遇
到的困难问题，亟需制定出台《内蒙古
自治区地下水保护和管理条例》。

二、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关于地下水保护管理体制
地下水保护和管理实行政府主导、

部门监督的管理体制。《条例（草案）》明
确自治区政府的统筹责任、盟市政府的
指导监督责任和旗县级政府的主体责
任，规定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地下水负监
督管理责任，发展和改革、自然资源、生
态环境等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地下水保护和管理的相关工作。明确
以旗县为单元对地下水进行保护和管
理，并按照水文地质单元套旗县级行政
区域进一步细化管理单元，实行网格化
管理。

（二）关于地下水总量和水位控制
地下水开采总量和水位“双控”管

理是地下水利用管控的前提和基础。
《条例（草案）》规定：自治区实行地下水
取用水总量控制和水位控制制度。自
治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管理单元地
下水取用水总量和水位控制指标，同时
明确总量和水位控制指标的确定方法、
数据来源、评价考核方式，规定了规划
水资源论证、区域限批等配套制度。

（三）关于地下水取用水管理
强化地下水取用水管理是地下水

利用管控的关键内容。《条例（草案）》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和
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等国家法律、
法规，结合地下水管理的可行做法，进
一步健全完善水资源论证制度、地下水
取水许可和有偿使用制度，对农牧业、
工业取用地下水以及疏干排水和应急
取用地下水等明确了管理措施。

（四）关于超采防治和污染防治
超采区治理是地下水保护与管理

的难点，为实现地下水可持续利用，《条
例（草案）》分别规定地下水超采区、禁
采区、限采区划定的具体情形和管理要
求，明确在地下水禁采区，禁止任何单
位和个人新增取用地下水，在限采区除
为消除对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危
害临时应急取水等五种特殊情形外禁
止新增取用地下水；明确地下水回灌、
点源面源污染以及废弃矿井、钻井、取
水井等方面地下水污染防控措施，规定
地下水水质出现问题时的处理措施。

内蒙古自治区地下水保护和管理条例（草案）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对《内蒙古自治区地下水保护和管
理条例（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拟于 2021 年 11 月下旬进行再次审议。现将
条例（草案）及说明全文公布，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请将修改意见和建议
于 2021 年 11 月 12 日前反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联系人：李冬松
联系电话：0471-6600441（传真）
电子邮箱地址：nmrd_lds@163.com
通讯地址：呼和浩特市中山东路 3 号
邮政编码：010020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2021 年 10 月 12 日

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地下水保护和
管理条例（草案）》公开听取意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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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0 月 23 日讯 （记者 刘志贤）日
前，内蒙古自治区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公
布了《关于做好 2022 年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
校招生报名工作的通知》，对全区 2022 年普
通高校招生报名工作进行了安排和部署。

通知明确，内蒙古 2022 年高考报名工作
将于 11 月 16 日 9：00 至 11 月 27 日 18：00 进
行，所有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网上预报
名、网上缴费和现场确认等报名手续，逾期不
予受理相关报名手续。凡在我区参加 2022
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及录取的考生，包括秋
季统考、职教师资考试、运动训练、武术与民
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考试、残障生单独考试、
高职班、高职单招、三二分段、少年班、消防单

独考试、特殊拔尖人才选拔试点（如数学英才
班）等考试类型和强基计划、高水平艺术团、
高水平运动员（含一级运动员单考）、保送生、
其他单独招生等录取类型，均须按规定履行
报名手续。

考生原则上在户籍所在地的旗县（市、
区）（以下简称旗县）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报
名。区外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考生，在其父母
居住地旗县报名。以下 5 类考生可以在其就
读学校所在地旗县报名：自治区教育厅批准
的招生规模内的跨盟市招收的宏志班应届
生；盟市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招生规模内的
本盟市内跨旗县招收的高级中等学校本盟市
户籍应届生；蒙语授课、朝鲜语授课考生；高

职对口招生的中等职业学校考生；五年制高
职三二分段应届转段生。

通知还明确，考生原则上在报名旗县参
加考试，以下 4 类考生可以由盟市教育招生
考试机构安排在指定旗县集中组织考试：蒙
语授课、朝鲜语授课的考生；高职对口招生的
中等职业学校考生；国家通用语言授课加试
蒙古语文乙的应往届生；外语应试语种为英
语以外的考生。另外，符合报考条件且拟报
考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的考生，须在
户籍所在地报名。

今年我区继续实行网上报名，具体操作
按照《2022 年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校招生报
名信息采集办法》执行。

内蒙古2022年高考报名工作11月16日开始
本报呼和浩特 10 月 23 日讯 （记者 王雅

静 通讯员 司文君）呼和浩特市不断优化调整全
市公交线网，科学合理配置运力，不断扩大城郊村
镇公交线网覆盖范围，方便市民出行。

呼和浩特市公交总公司在认真调研市民出行
需求和公交线网运营情况的基础上，结合轨道交通
和村镇公交的开通情况，对全市公交线网统筹开展
优化调整工作。

“2018年全市优化调整公交线路37条，2019年调
整23条，2020年调整37条，今年截至目前调整了35条
线路，新增294个公交站点的目标任务已经超额完成。”
呼和浩特市公共交通总公司运营处郝俊兰处长说。

呼和浩特公交总公司拓宽城郊公交线网覆盖范
围，在符合通车条件的村庄陆续开通城郊线路，力争

实现“村村通”公交线网规划目标。截至目前，市公
交总公司陆续开通城郊公交线路 33条，南至和林格
尔县盛乐经济园区、东至榆林镇陶卜齐村、西至土左
旗兵州亥村、北至大青山登山步道附近的水磨村，覆
盖了主城区周边 20 公里至 50 公里的城郊村镇，基
本形成了以市区为中心、以快速路为主干、以乡村道
路为基础的互相贯穿、无缝对接、零距离换乘客运网
络，满足了群众“早进城、晚回家”出行需求。

“呼和浩特四通八达的公交线网有了，现在需
要做的是让线网更加科学合理。让薄弱的、没有公
交的地方，公交线路多起来，让站点设置更加合理，
通过多元的运营模式更好地满足市民出行的个性
化需求，让公交服务更加贴近群众，让广大市民感
受到公共交通的便利。”郝俊兰说。

呼和浩特：优化公交线网 方便市民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