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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巴士已经停靠在万绿园站，通航却不知何时成行。南国都市报记者汪承贤摄

海口水上巴士
为何爽约一年

□南国都市报记者 姚传伟

一种无奈
市民的期待落空一年
今年国庆节，几名大学同学来海
南找陈先生。除了好吃好喝的款待，
陈先生也打算带老同学到海口的几个
景点逛逛，以尽地主之谊。
“他们都生活在内地，很少有机
会到海边玩耍，尤其是乘坐船舶游览
城市风光。”陈先生随即想到媒体之
前报道的水上巴士，便带着一帮同学
到水上巴士万绿园站，然而眼前的场
景令陈先生非常尴尬：除了停靠在岸
边的船舶和“孤零零”的站点，水上
巴士并没有真正启动。“媒体不是报
道说，首条水上巴士航线去年 9 月中
旬就要试运行了吗？现在都过去一年
了，咋还没有动静啊！”陈先生对此
深感疑惑。
除了陈先生，家住万绿园附近的

王先生对于水上巴士也有话要说。王
先生告诉记者，
每逢周末，
他一般都会
带着孩子去万绿园玩耍，有时还会去
水上巴士万绿园站点看看。
“我现在都
有点麻木了。”王先生直言不讳地说：
“也不知道水上巴士猴年马月才能开
通。”
日前，记者特地前往水上巴士万
绿园站采访，
确实如大家所说，水上巴
士仍未见首发。在采访中，市民对水
上巴士的期待，
已渐渐转为无奈。

一筹莫展
站点建设成最大阻碍
海口水上巴士的项目方系海口
碧海龙腾水上观光有限公司。当记者
问及水上巴士到底何时才能运行，而
不是屡次与大家“爽约”的问题时，该
公司总经理乔雅仁一筹莫展。
乔雅仁告诉记者，
去年在经历强台

三亚居民用气
实行阶梯价格
南国都市报 11 月 1 日讯（记者 林
方 岱）记 者 从 三 亚 市 物 价 局 获 悉 ，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三亚市居民生
活用气实行阶梯价格,并对低收入困
难家庭用气实行额定气量免费政策。
据了解，按照满足不同用气需
求，三亚将每户家庭人口 4 人及以下
的居民用气量分为三档，其中：第
一 档 用 气 量 为 户 年 用 气 量 0- 260
（含） 立方米；第二档用气量为户年
用气量 261-390 （含） 立方米，第
三档用气量为户年用气量 391 （含）
立方米以上。
各档气量价格实行超额累进加
价，其中第一档气价为现行居民用
气价格 2.60 元/立方米；第二档气价
按第一档的 1.2 倍确定，为 3.12 元/
立方米；第三档气价按第一档的 1.5
倍确定，为 3.90 元/立方米。
对低收入困难家庭用气实行额定
气量免费政策。对持有 《三亚市城镇
低收入困难家庭证》《三亚市城镇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 的家庭，
每年每户设置 20 立方米免费气量，
实行即征即退的办法，由燃气经营企
业在居民用户购气时直接扣减。
行政事业单位、学校、非营利性

?

首条航线原定于去年 9 月试运行

海口首条水上巴士航线原定于去
年 9 月中旬试运行，然而现在都过去一
年多，依旧迟迟未见首发。据海口水上
巴士的项目方海口碧海龙腾水上观光
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西秀海滩站点建
设的工程许可无法通过成为目前最大
的制约因素，他们和市民的心情都是一
样的着急，
“公司目前正在全力争取水
上巴士的早日开通”。

风后，公司及时对船舶进行了维修，现
在船舶的年检已经办完，
而且几个站点
间的航线通航论证也已做完，
待营运证
办下来，
即可投入运营。
“其实现在我的心里有时也挺没
底的。”随着采访的深入，乔雅仁向记
者谈到了他心中最大的担忧，就是
“上
下客站点能否最终通过相关部门的要
求”
。
乔雅仁告诉记者，
按照计划，
他们
打 算 先 开 通“ 万 绿 园 —— 美 源 码 头
——西秀海滩”
航线，现在除了万绿园
站点和美源码头站点，西秀海滩站点
的建设成了最大的阻碍。
“有关部门要
求我们按照正规码头的标准来建设西
秀海滩这个站点，但从现在的情况来
看，除了程序复杂繁琐，
码头的工程许
可无法通过成为最大的制约因素。”
乔
雅仁还强调说，如果按照正规码头的
标准来建，要想建成一个站点，除了大
笔资金的投入，
还要经过多方论证，涉

及多个部门，
耗时将非常长。

一个问号
两个月后开通运营？

据了解，首条水上巴士航线万绿
园—美源码头—西秀海滩有 6 海里左
右，而按照规划，海口水上巴士航线全
程超 100 海里，沿途要建 10 多个站
点。此外，海口水上巴士定位为
“公共
交通通道+休憩观光”两大功能，两者
相辅相成。在运作上，水上巴士交通
线则分为“公交线”和“休闲公交线”。
如今一年时间过去了，而这些规划却
仍旧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何时能付诸
实际？
虽然在站点建设上遇到了大的难
题，但乔雅仁表示，自公司承接水上巴
士这个项目以来，
已投入了大笔资金，
至今没有任何回报，
可以说，
他和市民
的心情都是一样的着急，
“公司目前正

在全力争取水上巴士的早日开通”。
此外，乔雅仁还透露，
“ 既然建设
码头的方式走不通，他现在的想法是
能否在西秀海滩建立一个临时上下客
站点，如果最后征得相关部门的同意，
那等船舶营运证办下来后，差不多 2
个月时间，万绿园——美源码头——
西秀海滩的航线即可投入运行。”
乔雅仁还告诉记者，公司现在 80
客位、88 客位、48 客位的大船有三艘，
11 客位、12 客位的小船也是三艘，此
外，过几天还会有 6 艘船过来，运力完
全没有问题。
记者从海口相关部门了解到，水
上巴士如今遇到的两大问题则是资金
不足与站点建设的手续难办。
“一个站
点的建设涉及的部门包括海洋、规划、
港航、海事等多个部门，
如果没有政府
主导与投资，单靠企业想在短期内让
水上巴士投入运行，是非常困难的。”
该部门相关人士跟记者如是说。

琼中女足励志影像展
年用气量 391
（含）立方米以上

今日走进海师附中

3.90

“风雨拼搏 足球铸梦”——
琼中女足励志影像大型巡展第四
站，11 月 2 日下午将在海南师范
大学附属中学开展。此次巡展活
动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海南
日报报业集团、省教育厅、共青
团海南省委、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县委县政府联合主办，南国都
市报承办。前三站的巡展引起了
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和赞扬。图
为工作人员在海师附中内布置展
板。 南国都市报记者 李小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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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养老福利机构等执行居民
气价的非居民用户，以及一户内常住
人口 5 人 （含） 以上的居民用户，持
户口本原件或公安机关、居委会出具
的有效证明到燃气公司营业网点申
报，经燃气公司核实确认后，暂不实
行阶梯气价，气价水平按居民第一
档、第二档气价平均水平执行，即用
气价格为2.86 元/立方米。
据悉，三亚市居民生活用气阶梯
气价以年度为周期，计量周期为每年
11 月 1 日起至次年 10 月 31 日，用气
量在年度周期之间不累计、不结转。

我省 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启动入户登记

点点 PDA 就完成
“小人口普查”
南国都市报11月1日讯（记者 孙
学新）作为逢
“5”
年份开展的
“小人口
普查”，我省 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
查从 11 月 1 日起，启动 15 天的入户
登记工作。全省 3000 多名调查员和
调查指导员将佩戴标准证件，
陆续对
我省 1200 个调查小区共 30 万人口
进行现场入户登记。
据介绍，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将严格限定用于1%人口抽样调查目

的，
不得作为对调查对象作出具体行
政行为的依据。
11 月 1 日上午，省 1%人口抽样
调查协调小组组长、
省统计局局长符
国瑄等带队前往海口市普罗旺斯假
期小区、
定安县黄竹镇河头村委会视
察调查现场登记工作。
“您好，我是美兰区人民路街道
办万福居委会的调查员，这是我的
证件。正在进行全省 1%人口抽样调

查工作。这是致住户的一封信，请您
看一看。现在要对您家庭人口进行
调查登记，请配合……”海口美兰区
调查员唐慧来到普罗旺斯假期小区
居民家中，她手持人口抽样调查装
备“PDA”，在“PDA”上填写调查对
象的人口、婚姻、住房、受教育程度
等信息。最后，调查对象核对了所填
报的相关信息后签字确认，即完成
一户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