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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闲置存量资产、重构公交
体系、推动“海澄文”一体化

市郊列车助推海口
进入“城铁时代”
■ 本报记者 郭萃 见习记者 余小艳

“海口市郊列车，我们来啦！”7月1日上
午，在新开通的S8005次海口市郊列车上，7
位手持红旗的乘客兴奋地欢呼。之所以如
此兴奋，是因为他们都是退休了的铁路人，
对铁路有着别样的情感。

“在铁路上工作了一辈子，此次市郊列
车的开通确实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对
于86岁的老铁路人朱进谋来说，见证了海南
环岛高铁发展建设的全过程后，他认为海口
市郊列车在方便市民的同时，也盘活了闲置
资源，推动海口进入“城铁时代”。

实现低投入高产出

“城西站、秀英站、长流站建好这么多年却
一直被闲置，此次利用起来，给周边的居民带
来便利。”市民陈建国居住在海口秀英大道与
南海大道交叉路口附近，他给海南日报记者算
了一笔账，“从我家打车去机场需要70多元，
坐机场大巴要20多元，但是坐市郊列车只用6
元，不到半个小时就可以到机场。”

“海口、长流、秀英、城西、海口东、美兰等6
个标准车站于2010年与东环高铁同步建成，
其中长流、秀英、城西等3个站点一直闲置。”
海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通
过对城西、秀英、长流3个站点的改造利用，既
有利于盘活闲置存量资产，同时也将带动周边
区域的综合开发和建设发展。

该负责人表示，市郊列车根据环岛铁路
线路能力较为富余的现状，充分发挥环岛高
铁富余运力，相对于新建线路或建设地铁等
方式而言，既能降低成本，又能发挥轨道交
通的作用，是海口探索轨道交通的有益尝
试，同时有利于解决海口主城区东西向交通
联系不够紧密的问题。而作为一种大容量
的绿色出行方式，市郊列车还有利于改变人
们的出行方式，减少机动车尾气排放，缓解
城区交通拥堵压力。

重构海口公交体系

小账目折射大民生。“市郊列车作为通勤
化、快速度、大运量的轨道交通系统，是城市
公共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口市交通
运输和港航管理局局长刘东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一直以来，海口公共交通出行方式是以公
共汽车为主，出租汽车为辅的结构，缺乏大容
量、快捷的轨道交通出行方式，这使得市民公
共出行时效性和舒适性差强人意。

“海口市郊列车的开通，填补了海口公共
交通的空白，不仅为市民出行增添了一条便
利渠道，还将对重构海口公交体系产生深远
影响。”刘东介绍，“目前海口通过以市郊列车
为主轴，对地面公交线路进行优化调整，重构
海口主城区公共交通骨架。未来还将不断修
订和完善海口市轨道交通线网，形成以公共
交通为引领的城市发展模式，带动海口城市
空间结构提升、产业布局优化，为创建高效、
集约、创新型发展城市提供交通先行基础。”

推动“海澄文”一体化

在优化城市公交体系的同时，市郊列车的
开通还实现了航空和铁路两种运输方式的无
缝衔接，架起了“海澄文”同城化发展的桥梁。

海口市副市长孙芬表示，海口市郊列车连
接了海口美兰机场和海口火车站两种主要对
外交通枢纽，既实现了航空和铁路两种运输方
式的无缝衔接。同时，市郊列车联动空港、海
港，串连海口主城区、辐射文昌铺前，覆盖澄迈
老城，对促进“海澄文”一体化、同城化发展，实
现“海澄文”地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提供了强
力支撑，是“海澄文”协同发展的桥梁和动脉。

据了解，下一步我省还将把海口市郊列
车项目向西延伸至澄迈县、向东延伸至文昌
市，推进“海澄文”一体化建设，强化铁路服
务带动作用，带动沿线旅游资源开发和经济
社会发展。 （本报海口7月1日讯）

77月月11日上午日上午，，首日开通运行的海口市郊列车行驶在海口龙昆南路段首日开通运行的海口市郊列车行驶在海口龙昆南路段。。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茂张茂 摄摄

7月1日，备受关注的海口市郊列车试运营。怎么买票？如
何乘车？乘车体验如何？当天上午，海南日报记者前往海口城

西站体验乘车，从安检到乘车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而列车在运行
过程中安静平稳。不少市民表示，方便快捷的乘车体验为出行带来

了很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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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郭萃 见习记者 余小艳

运行平稳，新站老站乘车流程不同记者体验

开通当日一早，海南日报记者通过铁路
12306APP购买到当日8时57分从城西站发
至海口站的S8020次列车车票，车票票价为6
元，沿途经秀英站、长流站、海口站。目前，去
哪儿网、携程网均可购票。

8时 30分许，海南日报记者到达城西
站。进站后先进行安检，随后进入售票厅，海
南日报记者看到，自助购票机正在进行调试，
乘客凭网上购票信息可在人工窗口取购票信
息单，信息单上显示了乘车时间、车次、车厢
号、乘客身份证等信息。车站工作人员介绍，
由于车站新投入使用，因此部分设备设施仍
在完善，正式的车票与动车票相同，为蓝色纸
质票。随后，海南日报记者在人脸识别仪前
读取身份证信息进行实名制验证后，进入检
票区刷身份证或者车票检票即可进站。

海南日报记者发现，此次新投用的车站
购票和检票流程与海口东等老站有所差异，
不同于老站先购票再实名制认证，随后才安
检检票，新票是到达车站后先进行安检再购
买车票，然后才进行实名制认证，且全为人脸
识别仪自动识别，不需人工操作。海南日报
记者未取纸质票直接用身份证进站，仅用了

不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台。
8时54分，列车到达，停留3分钟后，8时

57分准时发车。海南日报记者在车厢内看
到，车内统一采用柠檬黄作为主色调，色彩饱
满鲜艳，极具动感活力。座位类似于公交车，
为2+2式硬质座椅，每侧各两列，每节车厢中
部有4个花形多杆立杆扶手及多个扶手吊环，
方便乘客抓握，每侧有2个到3个1.3米宽的
双开车门，门上绘有清新的图案，在列车的3
号车厢还设有洗手间供乘客使用。

在行驶过程中，车辆整体运行很安静平
稳，沿途可以欣赏到火山口、湿地等自然景
观，每个车站停留2分钟至3分钟。9时24
分，列车准点到达海口站，用时27分钟。

随后，海南日报记者乘坐10时13分的车次
由海口站返回城西站，出站时只需按指引即可。

海南铁路相关负责人表示，长流、秀英、
城西3站仅办理市郊列车客运业务，海口、海
口东、美兰站既办理环岛动车组列车客运业
务，也办理市郊列车客运业务，因此可以在这
3个车站实现市郊列车与环岛动车组列车之
间的换乘，市郊列车旅客乘降组织流线与环
岛动车组列车旅客乘降组织流线相同。

安检➡购票➡实名制验证➡检票进站

⬅ 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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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时段为 10分钟、全日平均 15分钟

服务时段为每天6：30至23：00

海口市郊列车
共设置6个站

海口站 长流站 秀英站

城西站 海口东站 美兰站

乘车流程为

列车计划行车间隔

外观漂亮时尚，乘坐方便快捷市民感受

开通首日，不少市民也纷纷前来体验海口
市郊列车。漂亮、方便是乘客对海口市郊列车
最直观的感受，也是乘客反映最多的感受。

一早从海口东站上车准备去火车站接朋
友的市民韩先生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以前，
去火车站坐动车虽然速度也很快，但是车次
很少，经常接上人后发现要等很久才有车次，
如果坐公交需要1个多小时，而市郊列车就解

决了这样的问题，站内就可以换乘，等
10多分钟就可以坐上车，而且速

度快舒适度高。”
“外观很漂亮，也

很时尚！这清
新 的 配

色

和海口这座城市的气质很贴合。”莫梓源是海
南华侨中学高三毕业生，当天6时30分，他乘
坐市郊列车从海口东站上车，出发至美兰机
场。“车内的空间很大，车门宽敞，方便乘客快
速上下，车厢内还有许多人性化的配置。”莫
梓源说。他建议，市郊列车可在购票方式上
进行改进，“目前长株潭城际列车在12306客
户端上开通了‘铁路e卡通’服务，不需要提前
购买车票，只要扫描二维码即可进出站，广深
高铁也可使用银联闪付和支付宝扫码，更加
省时快捷。”莫梓源认为，海口市郊列车也可
以参照这种购票方式。

在服务方面，每列市郊列车配备了1位列
车长和1位保洁员，没有列车员。海南铁路海
口车务段海南动车队列车长崔静元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市郊列车的开通既能为市民出行

带来便利，也能给外省过来旅游的乘客
带来方便。”

（本报海口7月1日讯）

海口各部门全力
保障列车顺利运行

本报海口7月1日讯（见习记者余
小艳 记者郭萃）记者从海口市政府获
悉，为确保市郊列车的交通服务功能
得以正常发挥，海口各部门多措并
举，使市郊列车按照计划时间节点投
入运行。

据了解，为了合理定票价，海口市
组织召开了“市郊列车”票价方案听证
会，根据听证结果，按成本定价，并体现
公交的公益性；为保障开通站点的接驳
能力，提升站点周边景观风貌，为市民
提供舒适、便捷服务，海口市对各站点
接驳设施进行了提升和改造，新建海口
站、长流站、秀英站和城西站4个站点的
停车场，共计666个停车位；对站点区
域8公里范围内原有的公交线路进行优
化调整，共优化调整公交线路16条，新
增新能源公交车129辆，有效增加了高
铁公交化的服务范围；组织编制高铁车
站点周边的整体城市规划，本次规划改
变传统高铁站点建设开发思路，提升站
点便捷性和舒适性，实现打造一条最美
铁路公交线、建设若干特色鲜明的城市
展示窗口、打造若干城市驿站的目标。

铁路部门对机车乘务员、列车员、
站务员等各工种岗位人员进行培训，提
高业务水平，给市郊列车开行提供服务
保证；对新开的长流、秀英、城西站设备
进行更新改造，完善客服系统设施，为市
郊列车开行提供硬件保证。此外，还对
环岛高铁动车组运行图进行优化，将进
出海口站的旅客运输工作交给市郊列车
负责，给市郊列车开行提供交路保证。

列车外观与内饰
属全国首例独立设计

突出湿地元素
尽显城市特色

本报海口7月1日讯（见习记者余小艳
记者郭萃）形态优美的蜂虎鸟、娇美柔嫩的水
菜花、翠绿欲滴的水蕨菜、有“大嘴哥”之称的
白鹈鹕……在7月1日开通运行的4列海口市
郊列车上，湿地元素将车辆装点成为极具风情
的城市交通名片。

“蜂虎鸟号、水菜花号、水蕨菜号和白鹈鹕
号，海口市郊列车名字和外貌都很清新动人，
也体现出了海口城市的特色。”海口市湿地保
护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市郊列车车身上
绘制的海口湿地里重要的几种动植物，不仅能
让湿地科普知识通过这种动态的宣教方式深
入人心，也是海口“国际湿地城市”的一个重要
的具体实践。

据了解，蜂虎鸟号车身上绘制了蜂虎鸟组
队穿梭在海南美景中；水菜花号选取水菜花的
花朵作为手绘变形设计，象征自然纯洁的海
南环境优势；水蕨菜号采用水蕨菜根茎叶
重新绘制处理，简洁大方，配合水墨效
果的水纹处理，给人营造出生态感
十足的视觉画面；白鹈鹕号
选取不同姿态的鹈鹕鸟，搭
配以水草和水，画面富
有生态美感。

77月月11日日，，海口市郊列车开通试运营海口市郊列车开通试运营，，乘客乘坐蜂虎乘客乘坐蜂虎
鸟号列车鸟号列车，，体验市郊列车的便捷体验市郊列车的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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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内的舒适环境列车内的舒适环境。。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元才陈元才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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