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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两天海南岛北部多云间阴天

琼州海峡
有大雾时通航条件较差

本报海口1月31日讯（记者习霁鸿 通讯员
符晓虹 蒋贤玲）海南日报记者1月31日从海南
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1月31日至2月2日，琼州
海峡有雾，风力5级、阵风6级，有大雾时通航气
象条件较差。

陆地天气预报方面，预计1月31日至2月2
日，海南岛北部、中部和东部多云间阴天有小雨或
雾，其余地区多云；最低气温中部地区14～16℃，
其余地区16～19℃；最高气温北部、中部和东部
地区22～25℃，其余地区25～29℃。

全省主要路段交通气象预报方面，预计1月31
日至2月2日，海南岛东线高速公路海口至万宁路
段、中线高速公路海口至琼中路段，有大雾时交通运
输气象条件较差；其余交通路段气象条件较好。

未来4天到7天全省天气趋势预报方面，预
计2月3日至2月6日，海南岛北部、中部和东部
地区多云间阴天有小雨或雾，西部和南部地区多
云，有小雨或雾时道路湿滑，交通运输气象条件一
般。琼州海峡早晚有雾，风力5级、阵风6级，有
雾时段通航气象条件较差。

春运期间海口公交集团投入158条
公交线路、2100余辆公交车

增运力优服务
满足市民出行需求

本报海口1月31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张
磊 徐家启）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公交集团获悉，
春运期间，海口公交集团158条公交线路、2100
余辆公交车、1400辆出租车将全力以赴为市民游
客服务。同时，该集团储备150辆公交出租车运
力，用于应对突发事件。

在疫情防控方面，海口公交集团将严格落实
司乘人员上岗前、下班后测量体温，运营中全程佩
戴口罩；监督乘客全程佩戴口罩，对不佩戴口罩的
乘客可以不予提供服务；主城区客流密集线路配
备体温枪，尤其是在途经美兰机场、“三港一站”及
跨区域运营线路，落实乘客体温监测制度；车辆每
运行一趟次消毒一次，重点对扶手、吊环、座椅等
位置进行消毒，保证车辆内部干净、整洁、卫生。

运力投放方面，春节期间，从除夕12时起至
正月初二（2月11日至13日）该集团将合理安排
调配驾驶员休息，所属158条公交线路车辆除开
往美兰机场的21路、41路、41快、K4、218路、219
路，新海港28路，海口火车站35路公交车正常运
营，剩余公交线路安排不少于50%的运力营运，其
中2月12日、13日，各公交线路早班不得晚于7时
30分发班，晚班不得早于20时30分收班，旅游公
交线路加大投放运力，保障市民“春节”期间出行需
求。2月14日（大年初三）起所有公交线路恢复正
常营运；J5、J6两条假日机场夜线公交线路自春运
期间开通（1月28日至3月8日），首班22时发车，
末班发车时间和发车间隔根据美兰机场旅客集散
情况灵活调整；海口高铁东站夜1路、夜3路将首
班发车时间提前至22时。

服务质量方面，春运期间海口公交集团将安排
稽查人员站岗执勤，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公
交客服热线24小时值班，受理并处置春运期间的投
诉举报、信息咨询、意见建议，提升服务质量。全力
做到“四无、五确保”即无甩客、无拒载、无重大投诉
及无重大违规，确保车辆出勤率、确保准点率、确保
不提价、确保零重大事故、确保高质量服务。

市民游客可关注“海口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
或使用“椰城市民云”APP，随时了解线路运营动
态，查询实时公交和公交拥挤度，提前安排好行
程。如需咨询或寻找车上遗落物品，可拨打公交
客服热线66663066或12345政府服务热线。

本报海口1月31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王幼杰 韦加恒 蔡晶
实习生王艺晓）1月31日，备受关注
的CR300AF 型复兴号动车组通过
粤海铁路轮渡进入海南岛，预计将于
2月初在海南环岛高铁上运行。

据了解，CR300AF型复兴号动车
组是我国新近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动车组，整体采用“浅蓝底色+红
色飘带”的外观设计，被网友亲切地称
为“蓝暖男”“蓝朋友”“蓝宝宝”。

该型动车组采用低阻力线型头
型，车体更加平顺，总长度 208.95
米，编组形式为8辆短编组，包含1辆
一等座和 7辆二等座车厢，总定员
613 人，最高运行速度 250 千米/小
时，具有运行噪音低、安全系数高、运
能更大、节能环保等显著特点，能够
适应各种复杂的运行环境。

据介绍，CR300AF型复兴号动
车组除了有与众不同的“海军蓝”外观
外，还大量采用环保节能材料，舱室内
部色调明快，造型风格简约现代，配有
无障碍卫生间、大件行李架、盥洗室、
置物架等服务设施，设计更加人性化。

车内设备进行了优化升级，包括
变更侧门结构、内部门优化设计、充
电插座增加USB插口等。同时车型
更加智能化，增设了座位信息显示系
统，提供座位号指示和座位售票状态

指示，短途无座乘客可以在暂时无人
的座位上休息。此外，CR300AF型
复兴号动车组还实现了WIFI 全覆
盖，旅客乘坐体验将全面提升。

据海南铁路工作人员介绍，为确
保复兴号动车组如期顺利开行，海南
铁路有限公司海口机辆轮渡段提早
谋划、周密部署，采取“送出去、请进
来”方式，先后选派2批优秀动车组
司机前往青岛厂家学习 CR300AF
型复兴号动车组相关理论，前往广州

机务段进行实操练习，并通过开展学
考竞赛活动，在全体动车组司机中选
拔 出 21 名 动 车 组 司 机 ，作 为
CR300AF型复兴号动车组首批操纵
司机，为复兴号的顺利运营提供了强
有力的技术支持。

本次共有5组复兴号登陆海南
岛，动车组到达海南岛后，将进入“动
车组4S店”广州动车段三亚动车所
进行休整，经检修检测后，按计划将
于2月初正式在环岛高铁投入运营。

CR300AF型复兴号动车组登陆海南岛

“蓝宝宝”本月初将亮相环岛高铁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张琬茜
蔡曼良

“来啦陈姐，您订的西红柿
在这儿！”“刘叔，花生油给您放
篮子里，鱼腥草凉拌好吃。”1月
26日9时，在海口市星华海岸
城小区“业主之家”门口，家庭主
妇涂炳凤一边给邻居们分发团
购食材，一边不停嘱咐。

与此同时，值了一个夜班刚
醒来的媒体人林卿，正盯着微信
群统计团购接龙的数量。

与林卿相隔约6公里的翰
林西苑小区的宜乐顺便利店里，
店长刘晓辉正按订单核对整理
刚送来的新鲜食材。线上线下
的“忙碌”，开启了她们3人作为
社区团购团长（以下简称团长）
的一天。

2020年，一场席卷全球的
疫情让更多消费者养成了社区
团购的消费习惯。这种新电商
业态，兼具新零售模式和熟人社
交属性，不仅给人们带来极大便
利，同时也催生了团长这一新职
业。在这个市场估值超千亿的
新业态里，团长可看作是社区团
购的KOL（关键意见领袖），其
能力和影响力如何直接关联社
区团购的订单规模。

那么一名好团长是怎样炼
成的？这一职业前景如何？一
起来看看团长们怎么说。

疫情催生了社区团购这一新业态，社区团购团长成为一种新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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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文案：许世立
动画摄像：李天平
动画制作：杨薇
视频文案：孙婧

视频拍摄：李天平
视频剪辑：吴文惠
动画/视频配音：李易君

（实习生）

旅客乘车遗忘金条及
4.6万元现金
环岛高铁列车长及时找回

本报八所1月31日电（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李瑾）1月 30日，从环岛高铁凤凰机场站乘坐
C7448次列车的旅客王先生，在环岛高铁乐东站
下车时，因一时大意，将装有4.6万元现金及金条
等贵重物品的双肩包遗忘在列车上。所幸在车站
工作人员及C7448次列车列车长的合力帮助下，
王先生在2小时内顺利取回了双肩包。

据介绍，王先生在外地工作，这次是带着孩子
回家过年。30日从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下飞机后
便转乘海南环岛高铁准备回老家，由于要照顾小
孩及携带其他行李，下车时匆忙大意，出站后才发
现自己将装有贵重物品的双肩包忘在车上，于是
急忙返回环岛高铁乐东站，向工作人员求助。

乐东站值班员徐安了解情况后，立刻与
C7448次列车列车长陈鹏取得联系。陈鹏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接到通知后，他立刻去了8号车
厢，发现5F行李架上有一个灰色双肩包，询问周
围旅客无人认领后，便将双肩包带到餐车，开启视
频记录仪进行清点。

经清点，包内有46382元现金、金条、平板电
脑、笔记本电脑、驾驶证等贵重物品及重要证件。
陈鹏立刻联系乐东站，告知王先生的行李已找到；
并将双肩包锁在乘务员室妥善保管。

得知C7448次列车即将到达环岛高铁东方
站，王先生让列车长将双肩包交给东方站工作人
员，自己再去取回。当天16时20分，列车到达东
方站，陈鹏与东方站客运员樊波、东方车站派出所
民警交接该双肩包。17时30分，王先生从东方
站将该双肩包顺利取回，并赠送锦旗对铁路工作
人员表示感谢。

相比涂炳凤和林卿，刘晓辉当上
团长，是机会主动找到她。

2019年底，海南本土社区团购
平台椰邻优选招募首批团长。“招募
的团长很重要的条件是有线下门
店。”椰邻优选市场总监韩志勇说。
生鲜是各社区团购平台的主要销售
品类，但生鲜类产品保存期短、易损
耗，如果团长有一间铺面，提货、存储
方面更有优势。经营便利店的刘晓
辉因此成了椰邻优选的招募对象。

不过等她当了团长后才发现，这

份工作并不简单：“人人都想当一个好
团长，但不是人人都能当好一个团长。”
如果说有实体店是团长的硬实力，那
如何在平台上与消费者进行有效沟
通，便是团长要不断提升的“软实力”。

由于团长是团购平台距离消费者
最近的一环，从选品、推介、统筹订单
到分拣商品、处理售后，团长在每个环
节的表现，都会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
购物体验。一旦平台供应出现差错，
消费者第一个找的就是团长。

刘晓辉记得，有一次团购平台送

菜晚点，耽误了不少客户做饭，一时
间群里客户抱怨纷纷，刘晓辉第一时
间安抚大家的情绪，并反馈给平台积
极协调处理，这才维持了群友们的信
任，“我们作为团长，无法保证所有商
品的品质没有任何瑕疵，但售后处理
速度越快，越能体现一个团长的担
当，让客户继续信任你。”

成为团长后，刘晓辉要一边做
实体店的生意，一边处理线上团购
订单，尽管均有所收获，但她坦言，
团长这份工作带来的收益还没有达

到自己的期望值。“小区规模就那么
大，我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成本，
但收入增长的空间有限。”不过刘晓
辉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用户养成线
上消费的习惯，社区团购的未来也
会越来越好。

可以预见的是，疫情给了社区团
购发展壮大的契机，也加快了用户消
费习惯的培育，社区团购将会长时间
陪伴着我们，而团长也将成为一部分
人的职业出路。（文中林卿为化名）

（本报海口1月31日讯）

据相关资料显示，团长的人员构
成中，“宝妈”是占比很大的群体，涂
炳凤便是其中之一。

2019年8月，涂炳凤带着3岁的
女儿到广州探亲，发现当地很流行社
区团购，而海南尚未兴起。“考虑到女
儿还小，希望能做一份既有时间照顾
孩子，又能补贴家用的工作。”回到海
口后，她打听到了当时在海口较早成

立的团购平台，毛遂自荐成了团长，
自家便成了货品收发地。

别看涂炳凤如今打理着两个500
人规模的团购群，代理的团购平台有六
七个，但刚起步时工作并不顺利。当时
她所住的小区入住率不高，业主年龄偏
大，普遍不太适应线上团购的方式。

如何争取更多客源？涂炳凤决定
在物业管理处寻找机会，她在物业管理

处挨个向业主介绍社区团购的便利，拉
人进群，并将团购来的货品挨家挨户送
上门。为了吸引老年人业主加入团购
大军，她还手把手地教他们操作。

无微不至的服务让涂炳凤打开
了市场，每天收的货也越来越多，即
便如此，她还是会优先为老年人客户
服务。她说，自己与顾客不仅是交易
关系，更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

“我要对得起他们的信任。”慢慢的，
不少下单的业主和涂炳凤成了朋
友。“我们经常会交流今天哪种菜新
鲜，她很热心的。”常客王奶奶说。

“当团长每天能有大概两三百元
的佣金收入，我还是挺满足的。”尽管
需要一边顾家一边打理团购事宜，但
涂炳凤笑着说，团长工作让自己忙得
充实、有意义。

“宝妈”团长

“当时就是想着疫情期间可以帮
忙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没想到一做
就做到了现在。”想起自己成为团长
的初衷，媒体编辑林卿满是感慨。

2020年初，疫情让一些海南农产
品滞销。由省扶贫工作办公室主办的
海南爱心扶贫网决定招募团长，借社
区团购的渠道拓宽农产品销路。林卿
通过应聘成为扶贫网平台的团长。

在大多数人因疫情居家的那段
时间，林卿的团购群办了不少有意义
的事。“疫情严重的时候，群里下单量
很大，有时候一天能团100板鸡蛋、
五六十只鸡鸭。”林卿印象很深的一
次“成团”，是参与解决了白沙黎族自
治县元门乡的毛薯滞销难题。

当时元门乡向民村驻村第一书
记吴剑加入海口市社区团长集合群，

寻求滞销毛薯的团购合作。在林卿
等团长的推动下，短短一个月的时
间，元门乡的毛薯通过海口社区团购
售出12批，共计销售了8.5万斤，销
售额达23.8万元。

不仅在更高层面体现出社会责任，
在日常生活中，团长们通过推荐各类团
购好物，为人们带来身边的“小确幸”。

林卿团购群里的成员，大多是单

位同事。考虑到同事们有物质和精神
的双重需求，她除了团常规的生鲜果
品，还会团鲜花、染发膏、儿童绘本等物
品。甚至，同事们还会反向“安利”自己
觉得好用好吃的东西，由林卿出面帮大
家和出货方谈一个更实惠的团购价。

久而久之，这个团购群已不仅是
团长发起的接龙群，更是大家分享“好
物”的集合地。

线上生意带动线下，沟通是团长的“软实力”

融媒延伸

B“上班族”团长 用团购助农脱贫，团长与群友互相“安利”好物

C“店主”团长

贴心服务赢得社群信赖，既能顾家又赚外快

身份：为我国新近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动车组

外观：整体采用“浅蓝底色+红色飘带”的外观设计

昵称：“蓝暖男”“蓝朋友”“蓝宝宝”

总长度：208.95米

最高运行速度：250千米/小时

总定员：613人

新装备：增设了座位信息显示系统

新服务：WIFI全覆盖

“蓝宝宝”有何不一般？

团

今日聚焦

一线调研

近
日
，在
海
口
市
龙
华
区
翰
林
西
苑
小
区
外

的
一
商
店
内
，社
区
团
购
团
长
刘
晓
辉
将
团
购
的

商
品
交
给
客
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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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1月31日，CR300AF型复兴号动车组登
陆海南岛。图为CR300AF型复兴号动车组
在环岛高铁海口站。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