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五指山号即将到港，申请泊位。”6月2
日下午5时许，五指山号轮渡缓缓驶进海口
秀英港，船长陈文儒通过船上的甚高频联系
调度中心。

“请停靠11号泊位。”接到调度中心的
指示后，陈文儒立即驶向泊位，抛下锚链，停
稳船舶。

在船舶装卸间隙，陈文儒并没有闲
着，已经跑了一趟来回的他，此刻要与另
外一位船长周敏交接工作。“刚进港时有4
到5级横风，所以我抛了两节的南风锚，
海安靠港的风力会更大些，海上运行一切
正常。”站在驾驶室的操作台前，陈文儒指
着外面的泊位情况对周敏介绍着这两趟
行驶情况。

周敏听完点了点头，了然于心。看着
二人配合如此默契，仿佛是在一起工作了
多年的老搭档，实则他们才一起工作半年。

陈文儒老家在广东湛江，周敏老家在
海口，以前两人分别是广东、海南两家不同
公司的船长，在工作上是竞争对手，如今，在
同一艘船舶上工作，经过半年的相处，成了
要好的朋友。

从竞争到合作，源于琼州海峡一体化
进程的不断推进。2021年12月，琼州海峡

航运一体化投资运营平台——琼州海峡（海
南）轮渡运输有限公司（简称“轮渡公司”）成
立，并于今年1月1日正式投入运营。

“以前由于琼州海峡南北两岸轮渡运
营企业相互间存在竞争关系，利益难以协
调，再加上两岸船舶运力不对等因素，导致
航运公司收入分配不均，两岸航运企业长
期恶性竞争。虽然实施了‘班轮化’运营模
式，但由于航次安排过密和泊位紧缺等原
因，旅客仍需要长时间等待，影响了通航效
率。”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蔡泞检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因此，整合资源成为琼州海峡港航一
体化工作的重要内容。琼粤两省政府部门
牵头主导协调各方利益，中远海运、海南港
航控股等各级港航企业积极行动，按照“先
省内、后省外”的工作步骤，有序推进两岸港
航资源整合工作。

“作为琼州海峡客滚运输的承载者，
海峡股份从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
理、统一运营方面来推进一体化进程。”蔡
泞检说道，目前琼州海峡南北两岸的49
艘船舶运力、车客货资源、港航资源均已
实现统一调度，通过科学配置，进一步提
升船舶利用率、准点率和泊位周转效率。

体验之变：车客过海再提速
船舶环境向好，选择性服务更加丰富，航行时间进一步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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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之变：风险防控更精准
进一步提高海南物流集散装运能力

C

凌晨，城市逐渐安静。
海口新海港，灯火通明，载
着瓜果蔬菜、生活用品的货
车来来往往，等待过海的旅
客行色匆匆……

平均宽度不到 30 公
里、被誉为“黄金水道”的琼
州海峡，是连接海南岛与祖
国内陆地区的交通咽喉，全
省90%以上的生产生活物
资、30%的乘客及所有车
辆都通过琼州海峡客滚运
输进出岛。

2021年，琼州海峡水
路运输运送旅客1262万人
次、车辆377万台次。作为
全国最繁忙的水上运输通
道之一，琼州海峡也是海南
自贸港建设的重要支撑，其
安全、通畅与否，关系重大。

近年来，琼粤两省致力
于推动琼州海峡一体化进
程，实现大通道交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基于信息化新
手段完善港口运输服务模
式，不断提升通行效率。

推动琼州海峡港航一
体化，对于做好海峡两岸对
接工作，打造南北两岸海上
大通道，发挥内地与海南相
互辐射带动作用具有重要
意义。与此同时，琼州海峡
一体化还是自贸港封关运
作的前提和基础，是自贸港
和粤港澳大湾区两大国家
战略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
一个重要连接点。

如今，旅客预约过海更
加方便快捷、货车司机不用
下车排队便可实现一站式
过海……大家已经切切实
实感受到了琼州海峡一体
化的成效；与此同时，新海
港客运枢纽已初现雏形，南
北两岸资源实现统一调度
管理，在旅客看不见的方
面，变化也在悄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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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前沿 深度剖析自贸港观察

琼 州 海 峡

■ 本报记者 郭萃

运营之变：两岸港航深整合
进一步提升船舶利用率、准点率和泊位周转效率

6月10日下午7时许，已经提前在网
上预约好过海船票的旅客吴剑峰驾车来
到海口新海港，安检、查验健康码、登船，
整个流程仅用十几分钟。

由于工作原因，吴剑峰常年驾车往返
于琼粤两省，2018年春节的那场大雾，让
他记忆犹新。“因为大雾，几天都过不了
海。”吴剑峰说，也就是从那次雾锁海峡开
始，过海流程逐渐发生了变化。

“先是实行预约过海，然后开始固定
时间发班，让我们实现有计划地出行。”吴
剑峰告诉记者，这相比于以前在港口现场
买票，等到车满才能发船的过海体验来
说，明显更方便了。不仅如此，今年开始，
吴剑峰又有了不少新的感受，船舶环境越
来越好，提供的选择性服务更加丰富，航
行时间也进一步缩短了。

对于船舶效率和准点率的变化，陈文
儒和周敏这两位船长也感触颇深。“以前
出于利益考虑，不管对岸有没有泊位靠
港，只要船满就出发，经常会有船舶即将
到港却没有泊位停靠的现象，因此只能在
海上漂航，行驶两三个小时是常有的情
况。”周敏说。

但自从港航资源一体化后，漂航明显
少了。“现在出现的漂航情况，大多是因为
避让琼州海峡中行驶的渔船和货轮，基本
不会因为没有泊位停靠的原因漂航。”陈文
儒补充道。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船舶装载由原
来的开航前2小时开始配载优化为开航
前40分钟，通过提前排车和优化指泊配
载缩短15至20分钟；过海车辆在港口待

渡时间减少，待渡时间由原来的55分钟
缩短至40分钟，实现了船舶科学配载，解
决车客登船困难、缓慢的问题。此外，船
舶平均航行时间也由 130 分钟缩短至
100分钟。

客运发生变化，货运也在不断优化。
眼下，正是荔枝上市的季节，在海口新

海港，“荔枝车绿色通道”的标识牌赫然醒
目。一辆辆满载荔枝的货车在工作人员的
指引下，有序地从绿色通道快速登船。

货车司机刘坤最近正忙着运送新鲜荔
枝出岛，在过去一年里，刘坤见证了新海港
码头从货车排长队购票进港、司机跑多个
窗口办手续的疲惫繁琐，到如今全预约进
港无需等待、在车上动动手指即可通关待
渡的轻松自在。

去年11月，琼州海峡货车过海启用
“一站式支付”功能，货车在完成安检、司
磅后，司机可以不用下车、不用去人工窗
口排队，直接在手机上缴纳过海费用。

“现在，过海时间缩短了，为瓜果蔬菜
‘保鲜’争取了更多宝贵时间。”刘坤感慨。

此外，海南港航物流有限公司还与海
峡股份合作，面向物流货运车辆市场打造
了“全货船”（商品车专线）的专船专线物
流货车运输通道，以专船高质量服务、专
程高效率装载、专项高标准流程，为琼州
海峡两岸过海货车提供精细化、流程化、
高效化物流运输装卸服务。“接下来我们
将以打造物流货车进出岛快速通关、降低
物流成本为目标，大力发展全货船航线业
务。”海南港航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
史文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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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随着过海越来越方便，在离岛前选
购免税品，去港口提货成为不少旅客的选择。

在海口新海港码头提货点，有这样一群
“火眼金睛”，专门打击“套代购”、走私离岛免
税商品等违法行为，为自贸港风险防控工作
保驾护航。

海口海关缉私局一级警长陈佳玮便是其
中一员。6月1日上午，她正在对涉嫌走私免
税品上的溯源码进行扫描。有着多年工作经
验的陈佳玮，凭借提货人的购物数据、举止特
征等，就可以大致判断其是否涉嫌职业代购。

港口始终是自贸港封关运作的重要关
卡，在琼州海峡一体化的过程中，如何做好风
险防控工作也是重中之重，而在当前，免税购
物便是其中重要一环。

“我们针对离岛免税‘套代购’走私行为
特点，组织专门力量在新海港码头开展现场
查缉以及震慑式警务、劝阻性执法行动，通过
现场巡查研判对‘套代购’团伙实现精准打
击，通过宽严相济的执法方式为广大旅客营
造良好有序的离岛免税购物环境。”陈佳玮
告诉记者，在此基础上，海南于2021年底实
现离岛免税商品全品类溯源码管理。“溯源
码是海南自贸港免税商品的唯一身份标识，
执法人员只需扫一下商品溯源码，就能查询
到商品的买卖、提货等信息，如果离岛免税
商品被转卖，执法部门可以及时发现，并能够
追踪溯源。”

在陈佳玮忙着打击走私代购的同时，旁
边的海口新海滚装码头客运综合枢纽站工程
项目（以下简称海口新海枢纽）现场，中交四
航局海口新海枢纽项目工作人员钟建佳也在
忙碌着。

“海口新海枢纽项目是琼州海峡港航一
体化的重点推进项目，与旁边同时建设的新
海港综合交通枢纽为一体设计，2022年底竣
工投产后将成为集旅客候船、车客分离、口岸
查验、枢纽商业和交通换乘功能于一体的现
代综合交通枢纽，实现旅客过海‘零换乘’，进
一步提高新海港服务水平。”钟建佳说道。

“今年，海口国际免税城项目、海口新海
枢纽项目、新海港综合交通枢纽都将相继建
成，我们还计划在港口后方打造一个专门服
务进出岛运输的物流园，作为全省物资集散
中心，通过物流产业实现港产城融合发展。”
蔡泞检解释道，“届时省内物资在物流园区集
散后可一站式到达港口，省外物资在园区卸
货后直接分拨，既提高了海南物流集散装运
能力，同时也可以有效保障海南生活物资。”

不仅如此，在货运方面，港航企业也在探
索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链接粤港澳大湾区、
北部湾城市群以及越南的滚装运输新航线。

“未来，我们将着眼于‘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进一步提升我省其他地区的港航资
源协同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往来，强化对外互
联互通能力，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以及国家战
略联动发展贡献力量。”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海口6月13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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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送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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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装载时间
缩短 15-20分钟

过海车辆待渡时间
由原来的55分钟

缩短至40分钟

船舶平均航行时间
由 130分钟

缩短至 10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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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粤两省共同推动，琼州海峡港航一体化顺利推进，通行效率不断提升

变“ ”的“黄金水道”

俯瞰海口新海港。

在位于海口新海港码头内的海南离岛免
税提货中心，顾客提取免税商品。

工作人员核验旅客信息。

⬇6月10日，轮渡驶离海口新海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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