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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地铁 5 号线沿线公交线路大调整
化解“最后一公里”难题
▶郑州地铁 5 号线即将开通进入初期运营阶段，
公交如何接驳地铁，
解决“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
▶5 月 16 日上午，郑州市交通运输局召开新闻通
气会，记者了解到，为方便乘客接驳换乘，根据相
关规划和乘客出行分析，郑州公交将对沿线公交
线路进行优化调整，其中涉及撤停 12 条线路，优
化调整 11 条线路，新开 7 条线路。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张雅平

○这些公交线路将优化调整
优化调整 23 路和 Y23 路
23 路调整后首末站化工路西三
环—会展中心，途经道路化工路、农
业路、嵩山路、黄河路、黄河东路、众
意西路、商务外环、九如东路、商务内
环，线路其他信息不变。Y23 路调整
后首末站化工路西三环—会展中心，
途经道路同 23 路。撤停 71 路，原 71
路沿线乘客可选择 23 路出行。
优化调整 83 路和 S155 路
83 路调整后首末站华山路淮河
路—经三路农科路，主要途经华山
路、汝河路、伏牛路、建设路、嵩山路、
沙口路、黄河路、文化路、农业路、政
七街、东风路、经三路。S155 调整后
首末站五龙口公交站—西三环中原
路，主要途经五龙口南路、冉屯东路、
农业路、秦岭路、建设路、西三环。撤
停 30 路，原 30 路沿线乘客可选择 83
路和 S155 路出行。
优化调整 9 路
沿线保留 19 个站位，运力不减，
充分利用沿途绿波带提高运营速度
和效率，经过实测运营速度将会提升
15%~20%。撤停 9 路大站快车。
优化调整 B19 路
B19 调整后首末站省体育中心
—会展中心，主要途经长兴路、三全
路、中州大道、黄河东路、众意西路、
商务内环。撤停 219 路，219 路原乘
客可选择 B19 路出行。
优化调整 165 路
165 路调整后首末站汽车客运南
站—郑州东站，
主要途经南三环、
紫辰
路、紫东路、中州大道、航海路、朝凤
路、经北五路、经开第三大街、黄河南
路、
永平路、
心怡路、
站南路。撤停231
路，
231路原乘客可选择165路出行。
优化调整 603 路
调整后首末站汽车客运总站—
紫荆山，途经航海路、京广路、中原
路、正兴街、二七路、金水路。取消紫
荆山路、商城路、城东路、郑汴路段，
该路段乘客可选择 27 路、35 路、60
路、85 路、93 路等出行。
优化调整 727 路
调整后首末站郑州市交通运输
信息中心—德风街站，主要途经四港
联动大道、航海路、经开第八大街、航
海路、经开第五大街、经北二路、朝凤
路、航海路、未来路。取消未来路德
风街以北、商城路、紫荆山路段，该路
段原 727 路乘客可选择 S166 路出行。
优化调整 S130 路
调整后首末站市公交总公司—
经开中心广场，主要途经道路：黄河
南路、七里河南路、西周路、福禄路、
东风南路、经开第八大街、经北二路、
经开第九大街、中心广场北路。接驳
换乘地铁 5 号线经开中心广场站。

○B1 将撤出桐柏路、航海路
本月 26 日起，已开通运营了 10 年的
郑州快速公交 B1 线路将撤出桐柏路、航海
路，
调整至秦岭路、长江路。
2009年5月开通运营的B1，
单日客运量
曾达到30多万人次。B1路调整后途经主要
道路为中州大道、
未来路、
航海路、
城东路、
通
站路、
长江路、
桐柏路，
航海路、
秦岭路，
在长
江路、
秦岭路进入沿线快速公交站台。
此外，还将撤停 B6 路、B601 路两条快
速公交线路。B6 路撤停后，为加强北三
环、中州大道区段运力，新开 B301 路，首
末站香草路公交站—北三环南阳路，途经
道路中州大道、北三环，沿线进入快速公交
站台，
首末班时间 6:00~21:00，
票价 1 元。

○多条公交线路将撤停
撤停 107 路，原 107 路乘客可选择 48
路、123 路、97 路大站快车、195 路等线路
出行。
撤停 190 路，
原 190 路乘客可选择 158
路、
193 路、
188 路、
B2 支线等线路出行。
撤停 B21 路，原 B21 路乘客可乘坐 20
路、
4路、
81路、
B101路、
B10路等线路出行。
撤 停 232 路 ，原 232 路 乘 客 可 乘 坐
S177 路、43 路、48 路、166 路等线路出行。

25 条公交线路运营时间延长
5 月 20 日前调整 25 条公交线路运营时间，
具体如下：
线路
42
50
70
78
109
123
130
131
176
180
186
196
197
198
199
203
262
904
985
B32
B51
B60
B67
S138
S156

首末站
东建材—百脑汇
科学大道公交枢纽—火车站西广场
省体育中心—火车站西广场
天河路绿源路—城南路紫荆山路
中州大道农业路—建设路国棉六厂
经南五路公交站—中州大道农业路
杓袁—碧沙岗
杨金路公交站—丰产路经五路
百荣世贸商城-长途汽车客运总站
兴华街公交站-大学南路紫玉路
文化路杲村公交站—金水路农业南路
花园口公交站—兴隆铺路沙口路
森林湖公交站—汽车客运北站
市交通信息中心—福元路英协路
姚庄公交站—紫荆山路顺河路
建设路西三环—汽车客运南站
八堡汽配城—郑州高铁长途汽车枢纽站
大学路南三环—南阳路北三环
小雍庄—火车站
科学大道公交枢纽站—紫荆山花园路
开元路公交站—五龙口公交站
嵩山南路南段—火车站
紫竹路公交站—电厂路公交站
商都路十里铺—郑东新区郑大一附院
毛庄蔬菜批发市场—柳林站地铁 B 口

原运营时间
06:00-20:30
6:30-20:30
6:00-20:30
6:00-21:00
06:00-21:00
06:30-20:00
6:15-20:30
6:10-19:30
6:30—20:00
6:00—20:00
6:15-20:00
6:15-20:00
6:30-20:00
07:00-19:00
6:30—20:00
6:00-20:30
6:30-18:30
6:00—20:30
06:30-20:30
6:30-19:00
6:15-20:30
6:00—20:30
6:30-20:00
06:30-20:00
6:15-20:30

调整后运营时间
06:00-21:00
6:00-21:00
6:00-21:00
6:00-21:30
06:00-21:30
06:30-20:30
6:00-20:30
6:10-20:00
6:30—20:30
6:00—20:30
6:00-20:00
6:15-20:30
6:30-20:30
06:30-19:00
6:30—21:00
6:00-21:00
6:30-19:00
6:00—21:00
06:00-21:00
6:00-19:00
6:00-21:00
6:00—21:00
6:00-21:00
06:00-20:00
6:00-20:30

地铁 5 号线 32 座站可以这样换乘公交

○将分批调整 89 座公交停靠站位置
依据地铁 5 号线交通接驳规划，
将分批
调整89座公交停靠站位位置，
尽可能缩短公
交和地铁换乘距离，实现快速换乘，并利用
常规公交专用道提高公交运营速度和运营
效率，
方便沿线居民出行。

○5 月 28 日起新开通 6 条社区巴士
为接驳地铁 5 号线，5 月 28 日起，郑州
将新开通 6 条社区接驳巴士线路，
线路首末
班时间 6:15~20:30，
票价 1 元，
IC 卡通用。
S172 路：首末站中州大道广电南路—
市人民医院地铁口，主要途经中州大道、黄
河路、经三路、纬五路、经八路、任寨北街、
文化路、黄河路、经八路。接驳地铁 5 号线
市人民医院、
省人民医院、
姚砦地铁站点。
S173 路：首末站东建材—心怡路相济
路，主要途经道路：商都路、七里河南路、东
风南路、金水路东路、心怡路、相济路、熊儿
河路、中兴路、相济路。接驳换乘地铁 5 号
线金水东路地铁站。
S175 路：首末站商都路中兴路—会展
中心，主要途经商都路、心怡路、盛和街、熊
儿河路、
农业东路、
龙湖外环路、
九如路。接
驳换乘地铁5号线省骨科医院、
康宁街、
郑州
东站、金水东路、祭城、儿童医院地铁站点。
此线路待道路具备通行条件后开通。
S176 路：首末站经南五路公交站—经
南五路公交站，主要途经经南五路、经开第
七大街、航海路、经开第八大街、广场南路、
经开第九大街、经北二路、经开第七大街、
经北六路、经开第四大街、航海路、经开第
二大街、经南五路。接驳换乘地铁 5 号线
福塔东站、
经开中心广场地铁站点。
S177 路：首末站会展中心—河南警察
学院，途经道路：商务外环路、平安大道、黄
河东路、熊儿河路、盛和街、心怡路、相济
路、龙子湖西路、龙子湖南路、博学路、平安
大道。接驳换乘地铁 5 号线祭城站。
S178 路：首末站黄岗寺—汝河路西三
环，主要途经嵩山路、长江路、郑密路、航海
路、工人路、淮河路、西三环、汝河路、昆仑
路、淮河路。接驳换乘地铁 5 号线后河芦
和桐淮地铁站。
主编：
王栋梁

站名
月季公园站
沙口路站
海滩寺站
郑州人民医院站

接驳线路番号
23、50、130、83、289、B11、B23、Y20、Y23
23、70、83、130、B23、Y23、
8、23、41、78、79、83、91、100、904、B20、Y8、Y23、游 16
6、22、23、27、28、64、83、86、211、906、966、B50、S172、Y23、Y6
9、23、27、29、32、42、47、62、93、101、109、900、903、B32、B37、
黄河路站
B50、S107、S159、Y11、Y27
2、23、40、47、64、77、80、98、109、158、903、B15、B18、S128、
省人民医院站
S172、Y10、Y23
姚砦站
23、40、209、257、B18、S128、S172、Y23
23、26、48、75、156、162、186、195、206、265、S128、S129、S168、
众意西路站
B19、Y30
中央商务区站
23、26、188、186、206、265、B53、B19、Y23、
市儿童医院站
48、97、158、166、186、195、B2 支线、S128、S175、Y1
祭城站
114、278、S175、S177、Y31、
金水东路站
43、115、S135、S173、S175
14、47、60、75、85、97 大站快车、114、129、162、165、262、326、
郑州东站
916、B25、B2 支 线 、B38、B501、B5、S132、S133、S135、S175、
Y5、Y9、Y13
康宁街站
14、158、165、985、S175
省骨科医院站
158、165、600、985、S175
经北二路站
319
经开中心广场站
727、B17、B58、S130、S167、S176
福塔东站
35、46、86、86 区间、129、152、727、B17、S176、Y12、Y30
中原福塔站
35、46、86、86 区间、129、168、263、727、B17、S169、Y12
七里河站
35、46、86、129、168、263、727、B17、S169、Y12、
38、46、86、86 区间、193、199、216、727、B1、B101、S166、Y12 、
航海广场站
Y28、Y29、
城东南路站
46、62、80、89、269、277、283、B101、S117、S162、Y28
3、13、46、62、86、86 区间、129、136、269、292、518、B16、B101、
南五里堡站
S162、S117、Y16、Y28
冯庄站
3、46、62、269、277、B101、S162、Y28、S117
3、46、62、81、126、176、203、213、277、603、906、981、B16、
京广南路站
B101、Y17、Y28
3、4、40、111、176、179、180、203、204、298、904、906、B10、B60、
市第二人民医院站
B101、Y28
齐礼阎站
66、82、84、226、B10、B11、B101、B102、Y28
后河芦站
66、211、217、226、287、B10、B101、B102、S123、S178、Y28
桐淮站
9、20、63、63区间、66、126、203、273、B102、B10、S115、S178、Y2
9、66、103、201、203、210、216、900、B5、B102、B502、S115、
陇海西路站
S153、Y3
9、12、52、60、102、203、216、254、287、B13、B102、S139、S153、
市中心医院站
S170、Y7
1、83、84、104、108、109、216、919、B12、B13、B35、B102、S111、
五一公园站
S139、S153、Y18、Y19

【温馨提示】
本次调整涉及线路较多，获取相关信息可查询郑州行
APP，如有疑问可拨打郑州公交客服热线 63881333 或登录
郑州公交官网、
郑州公交微博、
微信服务平台等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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