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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辆公交车已启用自动售货机，卖雨伞雨衣纸巾还能充值羊城通

售货机进车厢，便民还是抢空间？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刘俊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今年7月，广州部分公交车上

出现自动售货机， 当时尚处于测

试阶段， 但售货机一出现还是迅

速引发市民热议。 部分市民担心

自动售货机售卖零食、 饮料等商

品会影响车内卫生， 更有市民认

为自动售货机和此前的智能机器

人一样会挤占乘客乘车空间……

近日， 记者从广州公交集团

电车有限公司（下称“电车公司”）

获悉， 该公司已正式启用自动售

货机， 启用自动售货机的公交车

辆大概有230辆。 正式启用后，自

动售货机的使用情况如何？ 市民

态度是否发生变化？ 记者进行了

走访。

并未售卖饮料零食

纸巾羊城通“已售完”

据了解， 电车公司旗下的106路

（文化公园

-

锦城花园）

、113路

（南田

路

-

棠安路）

公交车已全部覆盖自动

售货机， 其他线路如544、546、243、

583、573、508等则是个别车辆安装。

9月2日， 记者乘坐了两趟106路

公交车，分别从锦城花园总站

（东风

东 ）

至人民南路站、人民南路站至农

林东站。 两趟车上都装有自动售货

机。 自动售货机位于司机座位后方，

售卖的商品包括洗手液、 湿纸巾、纸

巾、雨伞、雨衣和羊城通，并未售卖零

食、饮料，乘客还可通过该机器给羊

城通充值。

价格方面，自动售货机售卖的洗

手液13元、湿纸巾5元、纸巾1元、雨伞

28元、雨衣11元、羊城通A款

（全国通）

20元、羊城通B和C款

（全省通）

35元。

就三款羊城通价格而言，记者查询羊

城通官方旗舰店发现， 价格是一样

的。

记者点击商品“湿纸巾”，自动售

货机显示有两种支付方式：支付宝或

微信， 点击其中一种支付方式后，屏

幕页面会跳出一个支付二维码，用手

机扫描支付后， 乘客便可拿到商品。

不过记者看到，机器左上方有一行字

显示，目前仅支持微信支付，支付宝

支付还在完善中。

在记者乘坐的两趟公交行程中，

自动售货机内的纸巾均显示“已售

完”， 其中一辆车上的两款羊城通也

显示“已售完”。 记者乘车期间，虽然

偶尔会有乘客好奇地盯着自动售货

机看，但未有乘客使用该机器购买商

品。

售货机挤占乘车空间，应在站台安装

乘车期间，记者对部分乘客进行了

采访。 部分乘客对公交车上安装自动售

货机的做法表示不理解。

“为什么总有机器要挤占我们的乘

车空间？ ”站在自动售货机旁的市民林

女士一脸不悦地说，公交车上的空间本

就有限， 但总有人想着折腾这点空间，

不管是机器人还是售货机，这些对她来

说都不是乘公交必要的，不如用这点空

间多装一个座位或者腾出来空间多站

几个人。

和林女士抱有同样想法的还有市

民张女士，她建议提出在公交车上安装

自动售货机的工作人员应多多体验上

下班高峰期的乘车情况，“挤到怀疑人

生，挤到身体变形，恨不得自己变成机

器”。 张女士认为，只要体验过高峰期乘

车情况，一定不会支持在公交上安装自

动售货机。

“在车上卖这些东西真没必要，又

不是长途车。 羊城通充值还不错，有些

人正好卡里没钱了无法乘车，可以用它

充值。 但是车上晃来晃去，购买体验其

实很差，完全可以把充值机器安装在公

交站台。 ”市民陈先生说，一旁的太太则

不停地点头附和。

能充羊城通很方便，应在观光线路推广

虽然质疑声音不少，但也有市民为

自动售货机点赞。

“现在卖的商品都很便民， 尤其是

雨伞和雨衣。 广州天气说变就变，就像

昨天下午突然下大暴雨。 ”市民周先生

说，之前他以为车上会卖吃的，所以很

反对自动售货机进公交，因为吃的东西

无论是气味和垃圾都会影响乘车环境，

但如果只是一些便民商品，他认为没有

反对必要。

对自动售货机发生态度转变的还

有市民韩女士。 她表示， 使用自动售

货机充值过几次羊城通后， 她感觉确

实很方便， 同时她也理解部分持反对

意见乘客的想法， 因为乘车空间是难

以回避的问题。 她提议， 可否将自动

售货机重点投放在旅游观光线路和客

流量相对较少的线路上， 不仅能减少

争议， 还能为游客塑造更便民的公交

形象。

商品采纳市民意见 近期雨具最“畅销”

此前，公交上的自动售货机处于测

试阶段时， 不少市民提出担心售卖饮

料、零食会影响车内环境，建议售卖雨

伞、雨衣等便民商品。 电车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公司采纳了市民的建议与意

见，在公交上并未售卖饮料、零食。

针对市民提出的自动售货机挤占

乘车空间的说法， 该负责人解释说，售

货机体积不大，放置位置也是在司机后

方的非乘客搭乘区域，不会挤占乘客空

间。

“近段时间，雨伞、雨衣最畅销。 ”该

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电车公司正式启

用自动售货机的公交车辆有大概230

台，106路、113路公交车已全覆盖自动售

货机， 其他线路如 544、546、243、583、

573、508等则是个别车辆安装。至于后续

是否继续安装使用？ 该负责人表示，还

需看公司下一步安排。

其他公司的公交车上是否也安装

了自动售货机呢？ 记者采访了广州公交

集团下属的一汽巴士有限公司

（下称

“一汽”）

、第二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下称

“二汽”）

、第三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下称

“三汽”）

。 一汽和三汽表示，目前并无公

交车安装自动售货机； 二汽表示，B3等

线路上有安装自动售货机，部分机器可

用，部分机器仍在调试中。

在信息时报官方微信公众

号发起的“你赞成公交售货机

吗？ ”的投票中，截至昨晚9时30

分，265人认为自动售货机放在

公交站点更为方便，149人担心

自动售货机会挤占乘车空间，

171人则点赞自动售货机售卖

雨衣、 雨伞和充值羊城通等便

民服务， 认为该机器在公交上

“不错”。

记者走访

市民声音

公司回应

@

七曜石仙： 公交车

上乘客必需的是空间。

@

苏小彗彗彗 ： 站都

没地方站， 还有空间弄这

个。

反对

支持

@

甜糖三分：觉得挺好。

@

你好哇

loco

：纸巾雨伞

什么的还好， 矿泉水也可以

卖。

中立

@laamtc

： （ 是 否 安 装

要）看是什么线路吧！

@

京东情爱事故 ：观光

的可以考虑，其他的就是浪

费地方。

你赞成公交售货机吗？

（单选）

卖伞雨衣羊城通充值的话，不错

171

票

占空间！

149

票

放到站点里更方便。

265

票

▲

自动售货机高约

80

厘米，有一块电

子显示屏，机器两面有储存格，共有

18

格，

格内配备免洗洗手液、消毒湿巾等商品。

9

月

3

日，广州

106

路公交车上，一名乘客好奇地试用自动售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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