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际班线：
苍南、道县、丰城、福鼎、贵定、公安、贺县、湖
口、监利、江华、罗源、连江、罗源路口、连江路
口、涟源、澧县、宁德路口、宁乡、宁远、内江、祁
东、祁阳、全州、蕲春、潜江、饶平、双峰、四川、
四川息烽、天等、文山、息烽、霞浦、霞浦路口、
永川、仪陇、宜宾、益阳、樟树、中兴

海口至定安、和乐、琼海、万宁、兴隆、陵水、保
亭、五指山

东线
班线

途
经
公
交
线
路

◎夜3路（海口高铁东站-白沙门公交场站）
◎11路（揽海酒店-海口高铁东站）
◎21路（美兰机场-白沙门公园）
◎38路（广物滨海国际-海口高铁东站）
◎49路（海口高铁东站-外滩中心）
◎56路（国兴中学-祗园）
◎53路（海口高铁东站-德桂轩酒店）
◎74路（海口高铁东站-永秀花园）
◎89路（业里村-海口汽车东站）
◎98路（龙华总站-海口高铁东站）
◎208路（兴海路-海口高铁东站）

本版责编 / 李世帧 校对 / 邱名卿2
2018年1月12日 星期五

今日关注Today’s Focus 责任编辑 / 李世帧 校对 / 邱名卿 32018年1月12日 星期五

今日关注 Today’s Focus首版责编 / 李欣 校对 / 陈正付

明起暂时关闭，
所有客运班线搬迁至
海口汽车客运总站

据悉，1月13日至1月18日，海
口汽车客运总站将举行开业预演练，
海口汽车南站所有客运班线整体搬
迁至海口汽车客运总站，届时海口汽
车南站将暂时关闭，海汽集团安排摆
渡车辆从海口汽车南站免费接旅客
前往海口汽车客运总站乘车。至于
何时完全关闭南站，海汽集团相关工
作人员称，时间暂未确定。

2005年12月20日，海口至琼中
营根镇的班车从海口汽车南站发出，
标志着该站正式启用。汽车南站主
要担负着东线、中线等11个市县的
旅客道路运输任务，是我省客运中心
的枢纽站。

今年1月7日，海口汽车南站大
门上方挂起了“海口汽车客运总站定
于2018年1月13日正式开业营运，
同时汽车南站将关闭”字样的横幅，
表明汽车南站 1月 13日将停止营
运。

“我之前在五指山市上初中的时
候，每周都会坐汽车回海口。”得知汽
车南站将关闭，家住海口的小黄心里
有些不舍，“记忆中的汽车南站很高
大上，没想到一转眼10多年过去，汽
车南站都要‘搬家’了。不过，汽车客
运总站‘长’啥样，我也很想知道，到
时候一定要去看看。”小黄说。

核心提示
1 月 13 日至 1 月 18 日，位于

海口火车东站南侧的海口汽车客
运总站将举行开业预演练。海口
汽车南站将于13日暂时关闭，所有
客运班车全部搬迁至海口汽车客
运总站。对于汽车南站今后的用
途，海汽集团将根据公司发展需要
来定位。

海口汽车客运总站开业预演
练，海口汽车南站“搬家”，这让不
少有出行需求的市民懵圈了，“我
从海口去东方，要在哪坐车？”“海
口汽车客运总站有出岛的班车
吗 ？”“ 有 去 海 口 各 乡 镇 的 车
吗？”……海口有几个汽车客运站，
为了帮市民理清楚各个车站的运
营情况以及发班班线情况，记者近
日走访了海口汽车南站、汽车西
站、汽车东站以及即将投入使用的
海口汽车客运总站。

记者 沈丽焕 实习生 傅巍 文/图

海口汽车东站主要承接岛内长途尤其是东部线
路的运营。记者10日在汽车东站服务大厅看到，此
处设有4台自助售票机，旅客可自助购票、取票。

进入车站售票大厅，记者看到大厅左侧还有8
台自助售票机，右侧有8个人工售票服务窗口，乘客
可选择不同的购票方式。候车厅内有成排的椅子供
旅客候车，此外，大厅内还设有便利店。记者随机采
访了几名候车的旅客，他们均对车站内的各项基础
设施及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表示满意，“不过，如果

汽车东站也能像火车东站一样实现自动化检票就好
了。”一名旅客说。另一名旅客符女士说，由于候车
大厅面积有限，每逢节假日客流量较大时，候车大厅
内异常拥挤，椅子也不够坐。

出行方面，海口汽车东站位于海府路，交通便
利，旅客出站后即是出租车上客点。此外，车站一侧
及对面都有公交站，1路、4路、11路等多路公交车经
过站点，旅客可根据目的地的不同，选择到不同的站
台乘车。

既有西线班车也有
省际班车，乘车出岛要带
身份证

海口汽车西站主要负责临高、昌江、东方
等西部线路及省际班线的运营。昨日上午，
记者在汽车西站看到，售票大厅里有10个人
工售票窗口，两旁共摆放着21台自助售票
机，其中4台可提供省际客运班线自助售票
服务。需注意的是，乘坐省际班车以及海口、
三亚、儋州三个地级市的班车，旅客需实名制
购票。候车大厅入口处有个服务中心，可为
市民旅客提供邮递服务。

记者发现汽车西站周边，饭馆、特产商
店、药店一应俱全，旅客买好车票后，如果时
间充裕可以吃个饭，然后买些特产送给家人
朋友。此处的交通也比较便利，西站停车场
前有出租车候车区域，出站旅客可在此乘坐
出租车。如果想乘坐公交车，可通过斑马线
到达对面的公交站台。

正在车站候车的李先生说，虽然海口汽
车西站距离市区较远，但也承担着重要的交
通运输功能，而且该站设有省际班线，对于要
出岛的旅客来说，很方便。

二三层设有
超市和特色美食餐饮店

海口汽车客运总站包括西端站房楼、车辆安检车间
等，地下一层，地上三层。

其中地下一层有停车场和通往海口火车东站、公交
枢纽站的地下通道，地上一层为服务大厅，二、三层为商
业服务厅。二层和三层正在进行装修，这里不仅设有超
市，多家海南特色美食餐饮店也已进驻，目前正在进行
店面装潢。

目前，海口火车东站、海口
火车东站公交枢纽站、海口汽
车客运总站已实现无缝对接，
旅客从出站口下到地下通道后
可看到三个方向的通道：

海口汽车客运总站

在高铁东站旁，将承接海口
汽车南站的班次和车辆

为了满足大家对海口汽车客运总站的好奇心，9
日，记者前往海口汽车客运总站一探究竟。

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收尾工作，
清洗玻璃门、调试电子设备、安装座椅和器材等，确保
13日能如期开业营运。

●海口汽车客运总站位于海口

迎宾大道东侧，凤翔路西侧，毗邻
东环高铁海口东站，地处

海口市交通干道网密集区

●总规划占地面积 78.74 亩，总建
筑面积约6万平方米，是海南省重点建

设项目之一，是东环高铁配套
工程，国家一级客运站

●该客运总站启用后，将承接海

口汽车南站的班次和车辆，海口
汽车南站的客运功能
将关闭

● 海口汽车客运总站建成后将成为首个
集公路客运、旅游集散、旅游产品展示与交易
综合配套“四位一体”的国家一级道路客运枢

纽站，投入使用后，市民不出站就能
乘坐高铁、客车和公交

地下停车场
有142个车位

地上有128个车位

地下停车场有142个停车位
（其中 2 个无障碍车位），地上有
128个车位（其中含35个发车位，
4个落客位）。

此外，记者发现海口火车东
站和公交枢纽站也设有地下停车
场，而且距海口汽车客运总站不
远，司机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选择
停放车辆的地点。

每日最多可
发1000个

班次

海口汽车客运总站
副站长朱厚利介绍，该
站 每 日 最 多 可 发 班
1000个班次，发送能力
为每日2万人次。“除了
地下通道，这个站的另
一个亮点就是旅客可以
自助购票，也可以网上
订票，对于发往市县需
实名验证的班车，旅客
无需取票持身份证即可
乘车。”

高铁、公交、长途汽车
实现“零换乘”

走地下通道5分钟可到高铁东站
记者进入一条地下通道，即看到通往公交车站、长途

客运站、高铁东站的指示牌，跟着指示牌走，乘坐自动扶
梯即可到达高铁东站大门口，全程不到5分钟。

“我平时都是到海口火车东站买票，经常买不到第一
时间出发的动车票。”海口市民林先生说，汽车客运总站
投入使用后，如果节假日买不到动车票，他就可以去旁边
的汽车客运总站买汽车票，方便多了。

P

左侧通道：
通往地下停车场，旅客可在此排队等候乘坐的士

中间通道：
通往高铁东站，沿此通道步行200-300米可到达高
铁东站站前广场的集散中心

右侧通道：
通往公交枢纽站以及酒店、餐饮等场所，步行100-
200米乘电梯上到一层可换乘公交

海口汽车客运总站
有哪些班线？

此外，该站还将增设开往景区、机场等专线。

海口至枫木、屯昌、中平、阳江场、琼中、五指
山、乐东、红岗

中线
班线

海口至崖城西线
班线

海口至东山、道堂村、海龙塘、三门坡、
蓬莱、大坡、咸来、长昌、甲子、曲口、中
税、白石溪、新民、新坡、大致坡、十字
路、射钗路、美安、遵谭、塔市

20条海口
乡镇班线

网上购票后
可凭二维码

乘车
朱厚利称，此外，旅客网

上购票后，也可以凭手机二
维码乘车，只需将电子票证
或纸质票、身份证放于感应
区识别，同时感应区上方屏
幕人脸识别过关后，就可自
助检票过关。“汽车客运总站
将投入22台自助售票机和
15台自助检票机，为旅客提
供便捷的购票检票服务，实
现全程自动化。”朱厚利说，
今后，汽车客运总站将逐渐
加密西线、东线等各线发班
班次，方便旅客乘车及转乘。

海口汽车西站

执行班线
省内班线

市县：白沙、昌江、澄迈、儋州、东方、乐东、临
高、琼海、琼中、屯昌、文昌、五指山、洋浦

乡镇：板桥、板桥路口、八一、帮溪、白马、白
马井 昌化、昌江核电站、长坡 、查苗、打安、多
文、电站、东成、福山、海头、海尾、黄流、和岭、
和舍、九所、尖峰路口、九所路口、金波、加来、
金江、尖峰、利国、老根、两院、马井、木棠、南
辰、铺仔、千家、仁兴、王五、乌石、新英、新洲、
英海

途经公交线路
1路、2路、3路、16路、17路、24路、30路、31
路、35路、39路、40路、41路、57路、94路、快
速公交6号线、澄迈35路

海口汽车东站 途经公交线路
1路、4路、11路、12路、14路、
27路、37路、38路、41路、44
路、45路、89路，99路，106路，
K3路，夜1路

站内设施比较完善
旅客盼实现
自动化检票

执行班线
市县：保亭 定安 陵水 琼海 三亚 万宁 文昌

乡镇：罗豆，龙马叉，竹林，大昌，居丁路口，迈号，东红路口，藤
桥，锦山，藤桥路口，大顶，抱罗，三江，龙楼，重兴，美文，英州，宝
芳，文教，铺前，新美，东郊，真正坡，隆丰，兴隆，抱罗路口，东路，
烟堆，宋六，公坡，珠溪桥，龙马，潭牛，博鳌，三角庭，南山，东郊锦
坡，冯坡，林梧，会文，翁田，三江场，约亭，东坡，迈南，凤尾，华侨
农场，大致坡，昌洒，新桥，中心，烟塘，黄竹

海口汽车南站

每日最多可发1000个班次；凭购票二维码、刷身份证可乘车

这个新车站
真真不一般

明起开业预演练的海口汽车客运总站什么样?

一旅客在海口汽车西站自助取票一旅客在海口汽车西站自助取票

汽车南站即将关闭汽车南站即将关闭

自助检票机自助检票机 车站指示牌车站指示牌

宽敞的候车大厅宽敞的候车大厅

汽车客运总站在高铁站旁汽车客运总站在高铁站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