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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班 15.97 万次，安全输送旅客 266 万人次

海汽集团多举措打造平安温馨春运
□ 本报记者 曾丽园 通讯员 麦世晓 陈崇明
2018 年春运将于 3 月 12 日落幕，截至 3 月 4 日，春运期间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发班 15.97 万次，安全
输送旅客 266 万人次，确保了市民游客度过平安祥和的春节。
春节前夕，海汽集团东方汽车站开业运营，
洋浦汽车站投入试营业，
两个地方车站的开通为海南春运添力加码。
为迎接春运，海汽集团擎起国企担当，将交通安全视为企业的生命线，绷紧安全这根弦，多措并举，强化安全生产，
夯实交通安全管理根基，
努力打造“便捷春运、温馨春运、平安春运、
诚信春运”
。

春节前新增两个地方车站
东方汽车站位于东方市解放东路
北侧，毗邻东方高铁站，是国家一级客
运站，总规划占地面积 82.5 亩，总建筑
面积约 60000 平方米。目前建成的东
方汽车站一期建筑面积约 15000 平方
米，包括客运大楼、车辆检测站等设
施。
车站大厅宽敞明亮，安排有 5 台自
助售票机。人工售票窗口设有“农民
工、学生售票窗口”，旅客还可以通过

手机微信购票，网上购票的旅客刷身
份证可直接上车。此外，还有“旅客提
前 10 分钟自助检票上车”，旅客刷身份
证和车票进入上车通道时，放置在通
道一侧的一个“电脑”会自动记录旅客
的相关信息。
据东方汽车站工作人员介绍，东
方汽车站设计日发班次可达 1000 个班
次。班次发往除万宁和陵水以外的全
省各市县，以西线为主，也有通往广东

和广西等的省际班次。
洋浦汽车站位于洋浦开发区中心
地段，是海汽集团投资建设的国家二
级客运站，总规划占地面积 22.88 亩，
总建筑面积 5700 多平方米，分为客运
站站房、商业部分、车辆维修车间、门
卫室及其他配套设施。
洋浦 汽 车 站 设 计 日 发 班 次 可 达
200 个班次。据介绍，该车站在硬设
施方面，配有智能化调度系统、信息

发布系统以及安防监控系统等，设有
微信、手机自助和人工售票等多种售
票方式，并引进餐饮、商场等配套服
务。
洋 浦 汽 车 站 投 入 试 业 ，将 提 高
洋 浦 的 客 运 运 输 能 力 ，为 进 出 洋 浦
的旅客提供良好的客运环境和优质
服务，辅助洋浦缓解交通压力，对带
动附近乡镇的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
用。

服务平台，
该平台应用先进的信息技术
为旅客出行提供一体化服务，
实现全省
道路、水路联网售票。同时提供互联
网、
手机、
代理点、
自助终端和移动终端
等多种订购票渠道，并将在 22 个汽车
客运站投放自助售取票机，
实现旅客自
助购票取票，
极大地方便了春运期间旅
客出行，
提高运行效率。
同时，
海汽集团在海口汽车新总站
建立了全省道路客运车辆运行监控系
统（4G）平台。该平台已录入全省 3040
辆客运汽车的 GPS 信息，
无论是省级班
线还是省内班线，其行驶路线、速度以
及客车内实施监控都可以在由 60 块 55
寸液晶屏组成的大屏幕上显示出来。
春运以来，
监控人员实时对超速、
超员、
开车使用手持电话、开车吃零食、不按
规定线路行驶等违规违章行为实时监
控，
并进行查处。
落实落细是强化安全管理的法
宝。为此，海汽集团严格落实“三不进
站，
六不出站”
规定，
从源头上杜绝安全
隐患。严格落实《汽车客运站安全生产

规范》的规定，加大人力物力和设备设
不合格的车辆以及逾期未检验、
逾期未
施投入，
对各个客运站的
“三品”
、
安检、
报废的客运车辆禁止参加春运。同时
报班、
监控、
出站登记等岗位层层把关，
对营运车辆的消防灭火器、安全带、安
全面落实安全监督检查机制，
尤其是重
全锤、
灭火弹等安全设备设施进行全面
点抓好“三品”检查岗的安全、反恐检
检查，
确保齐全有效。
查，杜绝易燃易爆
危险品进站上车。
春运前夕，海
汽集团严格执行
交通运输部的相
关规定，组织对所
有营运车辆安全
技术性能和随车
安全设备设施进
行了一次安全大
检查，特别是对车
辆 制 动 、转 向 系
统、轮胎等安全关
键部件进行检查，
确保营运车辆的
各项安全技术性
能符合标准，凡检
海汽建立全省道路客运车辆运行监控系统（4G）平台
查不合格且复检
保障行驶安全

多举措筑牢春运安全防线
海南省国资委主任、
党委书记倪健
指出：
“安全工作是运输企业最重要的
事，
海汽要把安全工作抓实抓好。
”
面对
春运巨大的安全运输压力，
海汽集团多
措并举，全面夯实安全管理根基，打造
平安温馨春运。
安全行车，
关键在人。海汽集团强
化对驾驶员的安全培训教育，
着力打造
一支技术过硬的驾驶员队伍。该公司
投入近 200 万元，购置国内最先进的高
仿真驾驶模拟器，
分批次地对驾驶员进
行驾驶技能和文明礼仪培训，
不断提升
驾驶员的综合素养和应对突发状况的
处置能力。对初次参加春运工作的驾
驶员，
提前安排其熟悉运营线路及沿线
路况，
配备一名春运加班经验丰富的驾
驶员作为搭档一同执行班次任务，
防止
因道路不熟悉引发的交通事故。
海汽集团董事长、
党委书记姜宏涛
说：
“ 加强信息化建设，是打造便捷春
运、
平安春运的
‘助力器’
。
”
海汽集团构建了全省统一的公路
水路联网售票与电子客票系统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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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水务集团

海南金控

中标博鳌乐城水质处理厂
PPP 项目

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近日，记者从
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获悉，海南发
控旗下子公司海南省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牵头的联合体，顺利中标海南省博鳌乐
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南岸水质处理厂
PPP 项目。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为 12341.23
万元，
设计规模1.2万m3/d（远期），
近期为
0.6万m3/d，
运营期30年。项目以
“生产空
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
间山清水秀”为设计理念，采用污水处理
工艺构筑物全封闭一体化设计，
地下作为
生态污水处理厂，地表是生态广场，地上

业态是休闲及中高端的休闲及养老场所，
将成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创建的第一个
“绿
色水务综合体模式”的污水处理厂，也将
引领城镇污水治理产业发展的新方向。
省水务集团自 2016 年 11 月独立运
营以来，狠抓项目拓展，抢占市场份额，
继 2017 年顺利中标概算投资约 13.1 亿
元的三亚“农水”项目后，乐城项目又花
落省水务集团，这在进一步做大主业，锻
炼队伍的同时，也提升了整个集团公司
的项目拓展能力和品牌美誉度，为扎实
推进全省水务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为加大服务
实体经济力度，进一步增强海南金融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普惠金融板块的业务实
力，放大业务协同效应、提升管理效率，
打造未来普惠金融平台落地的重要抓
手，海南金控设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
据悉，普惠金融事业部致力于整合
海南金控普惠金融业务资源，推动业务
协同模式落地，产生规模效应。主要职
责包括：制定普惠金融板块整体业务发
展战略及规划，指导板块内各子公司业
务开展、风控、激励考核等事宜；有效整
合、调配公司普惠金融板块内乃至全系
统内业务资源，推动板块内及系统内各
公司开展业务协同工作，从产品研发、产
品定价、促销推广、渠道分销等方面进行

整体规划，实现产品与服务的增值提升，
促进板块内各公司业务渠道、客户资源
顺畅共享；对接监管机构及合作企业，维
护机构关系，掌握最新普惠金融政策动
态，争取优惠政策，积极推进未来与战略
投资者的深度合作。
普惠金融板块旗下公司包括，交易
场所：海南股权交易中心、海南省农村产
权交易中心（筹备中）、亚联盟金融资产
交易中心、海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融资
服务：海南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海金
宜创数据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含小
额贷款、保理、融资租赁等子公司）；增信
服务：海南海金控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
（筹备中）、海南海金非融资性担保有限
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