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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抓历史发展机遇 海汽集团全力转型

老国企的“新旅途”
□ 本报记者 曾丽园 通讯员 麦世晓
形势瞬息万变，如何直面变化、找
准方向、扎实向前，是企业长远发展的
关键。
环岛高铁开通、私家车普及、网约
车兴起，
这些新变化对市民游客来说是
极大便利，
但对于传统客运运输企业海
汽集团却是巨大的冲击。转变思路，
谋
划新发展势在必行。
为此，
“十三五”期间海汽集团制定
了“双核三培育”路线，即以道路客运、
场站开发经营为核心业务；以物流服
务、汽车服务和旅游服务为新兴培育业
务。
面对海南巨大的旅游市场，
该公司
早在 1988 年便成立了全资子公司海南
海汽旅行社有限公司，
其旅游产业发展
早有基础和载体。加之自贸港建设的

创新模式 定制产品
延伸服务 填补空缺

海汽集团将加大组
团 能 力 ，重 点 拓 展 康 养
旅居、研学旅游、区域周
边 游 等 业 务 ，开 拓 旅 游
市场。海汽集团供图

统筹规划 高效布局

11 月 11 日，海汽集团与 4 家旅
游集团公司在海口签订了战略合作
协议，将共同开展旅游客运出行服
务平台建设和组建混合所有制合资
公司等旅游交通项目建设方面的合
作。其旅游产业布局再落一子。
国企改革是近年来的热门话
题，也是新时代下国企发展的关键
所在，而“怎么改”则是其核心。海
汽集团的改革探索或许提供了借鉴
和启发。
面对传统客运市场被挤占的困
境，
海汽集团的解决之道是——培育
旅游服务等新兴业务。
近年来，凭借自身的客运优势，
海汽集团在旅游业上持续发力，
开启
了“运游结合”新模式、定制旅游产
品、
开通旅游专线、
在客运场站增设
旅游集散中心等。同时，针对高铁
“大而广”
的特性，
采取
“小而精”
的策
略，
将客运服务像毛细血管一样深入
全岛每个“角落”，与高铁、
航空等交
通方式有效衔接，形成优势互补，打
通
“最后一公里”
。
旅游业是海南自贸港大力发展
的三大产业之一，
海汽集团的改革方
向可谓切中
“要害”
。接下来，
该公司
将在定制化旅游服务；
谋划环岛旅游
交通服务；
南北旅游集散中心建设等
方面继续发力，
为企业长远发展夯实
基础。

巨大机遇，借力旅游，海汽集团或许能
够逆势而上，
实现发展新突破。
该公司也被海南省国资委作为旅
游产业发展的重要一环，纳入统筹考
虑。2020 年 8 月，省国资委以股权注入
方式将其持有的海汽集团控股股东海
汽控股 100%的股权出资，变更至海南
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南旅投”
）持有。海南旅投间接持有
海汽集团 43.5%股权。
海南旅投是 2019 年 9 月新设立的
国有独资公司，主要经营投资项目管
理，
资产管理，
旅游会展服务，
旅游园区
管理服务，旅游客运，旅游项目开发等
业务，
致力于通过重组整合打造海南省
旅游龙头企业，
引领落实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发展战略。

通过此次股权划转的资源整合及
优化配置，
海汽集团的发展前景充满想
象。
此外，该公司也正积极向外寻求
“盟友”。今年 11 月 11 日，该公司与 4
家旅游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各方
将在“旅游客运出行服务平台建设、组
建混合所有制合资公司”等方面进行深
入合作。2019 年，与全省最大的电子
行程单公司合作成立旅游合资公司，
启
动建设全域旅游直通网络平台。2017
年，
海汽集团与央企中国国旅集团签订
了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在新能源汽车
的采购和运营、旅游交通路线开发、房
车营地建设、开发环岛旅游服务产品、
打造海南旅游服务新品牌等方面进行
合作，
为全域旅游提供优质交通服务。

2015 年 12 月 28 日，海汽“自助游”
电商平台上线，海汽集团正式开启“运
游结合”
新模式。
该电商平台上汇集了酒店、景点、
交通、旅游线路等信息，可为游客提供
集“吃、住、行、玩”于一体的“客运+景
区门票+酒店+餐饮”多元服务。
同时推出“海南全域游，海汽陪你
玩”服务品牌，开发了“坐海汽快车去
看木棉花”
“航空科技主题游”等线路，
定制乡村游、亲子游、主题游等特色产
品，开拓区域旅游市场，实现岛内游遍
地开花。
2019 年，该公司建成以基层单位
为网点的旅游网络分销系统，
扩大了海
汽电商平台市场影响力，进一步拓展
“运旅结合”业务。数据显示，2019 年
该公司旅游服务及相关业务实现收入
2026 万元。
今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各行各
业带来重大冲击，随着疫情防控常态
化，
海南旅游业率先提振。海南省出台
了《海南省旅游业疫后重振计划——振
兴旅游业三十条行动措施（2020-2021

年）》，
为海汽集团发展旅游业务提供了
新机会。
为此，海汽集团大力推动“海南人
游海南”旅游文化消费活动深入开展。
瞄准今年 7 月，全省各政府机关、企事
业单位红色教育需求，
开发了一系列具
有海南特色的红色旅游产品，
受到广泛
好评。与此同时，在工会团建活动、亲
子游、周边游等旅游产品上发力；针对
暑期市场，
包装策划假期“游玩产品”及
“研学产品”，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海汽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公
司将紧盯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政策落地，积极谋划旅游服务创新业
务，力争在高端旅游服务、及以“散客
游”为目标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方面有
新的突破。借助互联网平台，加大组
团 能 力 ，重 点 拓 展 康 养 旅 居 、研 学 旅
游、区域周边游等业务。抓住环岛旅
游高速公路开通契机，发挥客运场站
网络优势，谋划环岛旅游交通服务业
务，积极参与旅游驿站和房车、自驾车
露营基地建设与运营业务，探索游艇
码头建设与运营业务。

在高铁、
飞机无法触及的景点，
该公
司专门开通了旅游专线，
与铁路、
航空有
效衔接，
打通旅游交通
“最后一公里”
。
2015 年下半年，
海汽集团保亭分公
司就与槟榔谷景区合作建设了验（补）
票点，
成为海汽集团首个在旅游景区设
立的停靠站点。同样，
陵水、万宁、文昌
等分公司纷纷结合当地旅游特色，
把班
线延伸到景区，
开通了陵水县城至清水
湾；万宁市至奥特莱斯；文昌市至航天
基地、
头宛八门湾红树林等旅游专线。
2017 年 5 月，海口—潭门特色小镇
旅游专线正式开通。目前，
该公司己开
通了三亚—尖峰、海口—海棠湾、海口
—博鳌、琼海—潭门，海口—文笔峰—
南丽湖—母瑞山，三亚—槟榔谷—保
亭，海口—霸王岭，营根—什寒等多条
线路。还计划在南山、亚龙湾、分界洲
岛等多个景区开通班线，
实现景区班线
全覆盖。
这些班线的开通，
有效填补了海南

区域交通的空白，
对拓展客运业务、
带动
乡村旅游、
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7 月 1 日，海南免税新政落地实施，
引爆海南免税品消费市场。紧跟热点，
海汽集团随即开通“免税专线”——于
7 月 25 日开通日月广场往返海口美兰
国际机场 5 号巴士线；9 月 28 日保亭七
仙岭至三亚凤凰机场旅游专线开通；
接
着海汽又新开通三亚西站往返广东化
州、三亚西站往返广西陆川、海口港口
客运站往返广西浦北 3 条省际客运班
线，
乘客凭离岛购票信息和购票相关有
效身份证件到指定免税店即可购买免
税产品。
海汽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旅游服
务产业是公司未来发展的重要载体，
海
汽集团将围绕海南战略，
主动融入海南
自贸港建设，抢抓海南旅游业发展机
遇，在旅游定制化服务、旅游交通项目
建设、会务会展等领域开展合作，以实
现公司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