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采购需求

包号 标的名称
标包预算/最

高限价（万元）

A包
海南省交通运输综合业务平台建设项目（2022）（交

通运输行政执法综合管理信息系统）
1006.8948

B 包
海南省交通运输综合业务平台建设项目（2022）（海

南省“零关税”进口交通工具及游艇监管系统）
51.1393

C 包
海南省交通运输综合业务平台建设项目（2022）（12305

智能语音申投诉处理系统）
151.1679

D 包
海南省交通运输综合业务平台建设项目（2022）（海

南省网络货运信息监测系统）
59.9953

E 包

海南省交通运输综合业务平台建设项目（2022）（海

南省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以奖代补”考核数据支撑

系统）

254.9079

F 包

海南省交通运输综合业务平台建设项目（2022）（海

南自由贸易港智慧海峡管理服务系统、海南省道路运

政管理信息系统升级、海南省重点运营车辆联网联控

系统升级、海南省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考试系统、海南

省交通厅 12328 与交通部数据上报系统）

403.2448



海南省交通运输综合业务平台建设项目（2022）（交通运输行政

执法综合管理信息系统）A 包

（1）技术要求

1.1.1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综合管理信息系统

1.1.1.1 业务逻辑描述

系统总体架构图

1、基础层：基础层主要是数据采集设备及传输网络等，为平台提供基础的

安全运行环境，以及外场感知数据。

2、数据层：数据层负责存储平台的各种信息及数据，包括基础数据库、业



务数据库以及主题数据库等。同时对于全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数据资源

进行统一管理，实现数据统一采集、数据标准化治理、数据共享交换等服务。

3、支撑层：支撑层提供了平台关键的支撑系统，包括地理信息服务平台、

数据交换平台、云计算平台以及统一服务认证平台等。本项目建设所需支撑平台

主要依托省厅交通运输行业数据中心统一提供。

4、应用层：应用层主要提供平台的各业务应用功能，主要包括分别执法装

备管理子系统、数据大屏展示等职能板块，实现综合执法“规范化、主动化、绿

色化、高效化、便捷化”。

5、展现层：展现层通过 PC 端浏览器、手机 APP、监控大屏等方式，为用户

提供多样化的信息服务。

1.1.1.2 数据流定义

1.1.1.2.1 与外部系统数据流向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系统与外部系统数据流向图

1.1.1.2.2 系统内数据流向

本工程数据库分为：基础数据库、业务数据库、交换数据库和主题数据库。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系统系统内数据流向

基础数据库：包括执法人员、执法机构、执法相对人、执法装备、执法基准

等基础的属性信息，通常为更新频率较低的“静态”数据。

业务数据库：包括执法案件、执法监督、执法评议考核等相关业务数据，通

常为更新频率较高的“动态”数据。

主题数据：是基于基础数据和业务数据产生的满足行业特定业务需求的数据

资源，包括执法人员、执法装备等主题数据。

交换数据：是在业务处理过程中与其他部门间互有交换共享需要的业务数据，

为跨地域、跨部门的应用系统提供数据支撑。本工程将在抽取业务数据、与部及

其他部门交换共享执法数据的基础上，新建交换数据库。

1.1.1.2.3 数据交换与共享

依托海南省政务云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实现与海南省综合行政执法系统的数

据共享与交换。

依托部数据交换与共享平台实现各省执法案件信息、涉嫌违法信息在行业内

的共享，并为各应用系统提供工商、公安等行业外相关数据。

数据交换平台负责定义数据交换、传输和访问控制策略，提供高效的数据传

输和管理控制机制，从而实现各部门间数据和文件的集成、共享和交换。数据交

换平台功能包括数据适配处理、数据传输管理、交换流程管理、系统管理等 4



个功能，如下图所示。

数据交换平台体系架构

1.1.1.2.3.1 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内容

1.1.1.2.3.11 与海南省综合行政执法系统共享指标

为满足执法人员队伍管理、执法办案、执法监督的需要，需将从海南省综合

行政执法系统中交换执法案件相关数据到执法监督系统中。

1、执法监督所需案件基本信息指标

交换范围：针对已做立案登记但未结案的所有案件

交换时机：立案登记

针对已做立案登记但未结案的案件，交换以下数据指标。

已立案案件交换指标表

序号 指标名称 含义

1

基本信息

案件编号
也叫“立案号”，在台帐中叫“执法

登记号”

2 执行类型 简易程序、一般程序

3 立案日期 过程式管理中要求的指标

4 违法地点 违法的地点

5 立案机构名称 立案机构的全称

6 案件承办部门 部门名称

7 行政区划 地区编码

8 案件来源
案件的来源：现场检查、上级移交、

投诉举报

9 行政处罚种类 案件的行政处罚类别



序号 指标名称 含义

10 执法门类 所属的执法门类

11 案件状态

取值：未结案/已结案。立案的时候填

写“未结案”，结案的时候改为“结

案”，其它程序不改这个字段。

12 案件当前环节

当前环节（例如：立案登记、调查取

证、案件核审、处罚决定、送达执行、

结案）

13 环节起始时间 环节变动日期。

14 执法机构联系地址 详细地址

15 执法机构邮编 邮政编码

16 执法机构联系人 联系人姓名

17 执法机构联系电话 机构联系电话

18

当事人信息

当事人名称 公民和法人共用

19 当事人类型 取值：公民、法人。

20 性别 公民和法人共用

21 年龄 公民和法人共用

22 联系电话 公民和法人共用

23 身份证件号 公民和法人共用

24 联系地址 公民和法人共用

25 邮政编码 公民和法人共用

26 工作单位和职务 公民和法人共用（非必填）

27 法定代表人 法人专用

28 经营许可证号 （非必填）

29 营业执照编号 （非必填）

30 从业资格证编号 公民专用（非必填）

31

车船信息

车（船）号牌 车辆（挂车）牌照号

32 车牌颜色 车牌的颜色

33 车船型 字典列表

34 运输证号 运输证号

35

违法信息

案由 案件名称

36 违法行为代码 违法行为编码

37 违法行为 违法行为

38 违反条例 违反的法规条款

39 违法情节 （违法程度）

40 违法事实 时间、地点、当事人、事件……

41

执法人员信息

执法人员 1 姓名

42 执法人员 1证件号 执法证件编号

43 执法人员 2 姓名

44 执法人员 2证件号 执法证件编号

45

其他信息

罚款收据票号 票据号（非必填）

46 车辆或经营者违规次数 该车辆或企业累计违规次数（非必填）

47 从业人员违规经营次数 该人员累计违规次数（非必填）



序号 指标名称 含义

48 备注 备注信息

针对路政案件，还需要以下指标：

路政案件还需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含义

1 车辆轴数 车轴数

2 超限核定标准吨位 车辆的超限核定吨位数

3 核定载质量 公安部门核定的

4 外廓尺寸（长） 超限指标，非必填

5 外廓尺寸（宽） 超限指标，非必填

6 外廓尺寸（高） 超限指标，非必填

7 车货总重 车货总重数

针对水路案件，还需要以下指标：

水路案件还需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含义

1 船舶名称 船名

2 船舶核定吨位 船舶的核定吨位数

2、案件结案信息数据指标

交换范围：针对已结案的所有案件。

交换时机：结案。

针对已结案的案件，还需要交换以下数据指标。

已结案案件交换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用途

1 处罚依据 处罚信息

2 行政处罚种类 处罚信息，行政处罚法

3 处罚决定 处罚信息

4 罚款金额 处罚信息

5 处罚日期 处罚信息

6 结案日期 结案信息：业务部门认为案件已经结案的日期

7 案件性质 非必填，一般案件、重大案件

8 强制措施类型 非必填，例如暂扣、冻结

3、案件过程信息数据指标

交换范围：针对所有案件。

交换时机：环节发生变化时。

案件过程信息数据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用途



案件环节
过程信息（例如：立案登记、调查取证、案件核审、

处罚决定、送达执行、结案）

案件环节变更日期 过程信息

4、行政复议案件、评议考核抽中的案件扩展数据指标

交换范围：针对行政复议案件、评议考核中案卷抽查所抽取到的执法案件

交换时机：已结案

针对行政复议案件、评议考核中案卷抽查所抽取到的执法案件，还需要交换

以下的案件文书及材料信息（上传案件所涉及的某几个文书、证据材料及其他材

料）。

还需文书或材料格式

序号 交换内容 格式

1 现场笔录 Pdf 或 word 格式

2 举报记录 Pdf 或 word 格式

3 立案审批表 Pdf 或 word 格式

4 协助调查通知书 Pdf 或 word 格式

5 询问笔录 Pdf 或 word 格式

6 勘验（检查）笔录 Pdf 或 word 格式

7 抽样取证凭证 Pdf 或 word 格式

8 委托鉴定书 Pdf 或 word 格式

9 鉴定意见书 Pdf 或 word 格式

10 证据登记保存清单 Pdf 或 word 格式

11 证据登记保存处理决定书 Pdf 或 word 格式

12 车辆暂扣凭证 Pdf 或 word 格式

13 责令车辆停驶通知书 Pdf 或 word 格式

14 解除行政强制措施通知书 Pdf 或 word 格式

15 责令改正通知书 Pdf 或 word 格式

16 回避申请书 Pdf 或 word 格式

17 同意回避申请决定书 Pdf 或 word 格式

18 驳回回避申请决定书 Pdf 或 word 格式

19 案件处理意见书 Pdf 或 word 格式

20 违法行为通知书 Pdf 或 word 格式

21 陈述申辩书 Pdf 或 word 格式

22 听证通知书 Pdf 或 word 格式

23 听证公告 Pdf 或 word 格式

24 听证委托书 Pdf 或 word 格式

25 听证笔录 Pdf 或 word 格式

26 听证报告书 Pdf 或 word 格式

27 重大案件集体讨论记录 Pdf 或 word 格式

28 行政（当场）处罚决定书 Pdf 或 word 格式



序号 交换内容 格式

29 行政处罚决定书 Pdf 或 word 格式

30 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Pdf 或 word 格式

31 分期（延期）缴款申请书 Pdf 或 word 格式

32 同意分期（延期）缴纳罚款通知书 Pdf 或 word 格式

33 不予分期（延期）缴纳罚款通知书 Pdf 或 word 格式

34 行政强制执行申请书 Pdf 或 word 格式

35 文书送达回证 Pdf 或 word 格式

36 处罚结案报告 Pdf 或 word 格式

37 案卷封皮 Pdf 或 word 格式

38 卷内目录 Pdf 或 word 格式

39 案卷备考表 Pdf 或 word 格式

40 证据材料

Pdf 格式、图片（jpg、png）、

音频（mp3、amr）、视频（avi、

mp4）

41 其他材料 Pdf 格式

1.1.1.2.3.1.2 与交通运输行业管理部门交换共享数据

为了满足协同执法等需要，实现与海南省交通运输各业务管理部门进行数据

交换共享，具体包括

与其他单位数据交换共享指标

单位 交换方向 数据内容 传输方式 交换频率

道路

运输

局

道路运输

局到本系

统

（1）业户、车辆、人员、线路基础数据

（2）车辆的二维、技术等级评定、年审

信息

政务外网 按需定制

本系统到

道路运输

局局

（1）营运车辆及从业人员、经营企业的

违章案件处理信息

（2）货运车辆超载违法处理记录信息

政务外网 按需定制

公路

局

公路局到

本系统

（1）大件运输通行证信息

（2）路政许可数据

（3）省道治超案件数据

政务外网 按需定制

本系统到

公路局

（1）检测站发放的通行证信息

（2）货运车辆超载违法记录信息
政务外网 按需定制

港航

局

港航局到

本系统

（1）运输企业、船舶、船员数据

（2）违法案件信息
政务外网 按需定制

本系统到

港航局

（1）执法案件督办处理信息

（2）执法监督与评议考核信息
政务外网 按需定制

征稽

局

征稽局到

本系统

（1）燃油销售企业、汽油车、燃油车数

据

（2）违法案件信息

政务外网 按需定制

本系统到

征稽局

（1）执法案件督办处理信息

（2）执法监督与评议考核信息
政务外网 按需定制



单位 交换方向 数据内容 传输方式 交换频率

海峡

办

海峡办到

本系统

（1）客船、客滚船、船舶经营人、港口

经营人数据

（2）违法案件信息

政务外网 按需定制

本系统到

征稽局

（1）执法案件督办处理信息

（2）执法监督与评议考核信息
政务外网 按需定制

1.1.1.2.3.1.3 与相关业务系统交换共享数据

为了满足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等需要，实现与其他应用系统数据交换共享。

与其他系统数据交换共享指标

应用系统 交换方向 数据内容 传输方式 交换频率

部级执法信息

综合管理系统

可提供数据

（1）执法机构、人员信息

（2）执法案件信息

（3）执法监督评议考核信息

政务外网 按需定制

需获取数据

（1）部级执法评议考核任务信息

（2）执法评议考核排名公示等信

息

政务外网 按需定制

公路水路安全

畅通与应急处

置系统

需获取数据

（1）执法车辆和执法人员卫星定

位信息

（2）现场视频监控信息

政务外网 按需定制

可提供数据
（1）执法车辆装备信息

（2）执法人员信息
政务外网 按需定制

公路水路建设

运输市场信用

信息服务系统

需获取数据
（1）诚信考核信息

（2）信用评价信息
政务外网 按需定制

可提供数据 违法案件信息 政务外网 按需定制

交通运输统计

分析监测和投

资计划管理信

息系统

需获取数据 决策分析数据 政务外网 按需定制

可提供数据
执法人员、证件、案件等方面的

统计信息
政务外网 按需定制

12328 交通运

输服务监督电

话系统

需获取数据 投诉举报等违法违章信息 政务外网 按需定制

可提供数据 处理结果反馈信息 政务外网 按需定制

重点营运车辆

联网联控系统

需获取数据
跨线经营与不按站点停靠等违法

违章信息
政务外网 按需定制

可提供数据 执法车辆装备信息 政务外网 按需定制

道路运政管理

信息系统

需获取数据

（1）业户、车辆、人员、线路基

础数据

（2）车辆的二维码、技术等级评

定、年审信息等

政务外网 按需定制

可提供数据

（1）营运车辆及从业人员、经营

企业的违章案件处理信息

（2）货运车辆超载违法处理记录

信息

政务外网 按需定制



应用系统 交换方向 数据内容 传输方式 交换频率

公路养护及路

政管理系统

需获取数据

（1）大件运输通行证信息

（2）路政许可数据

（3）治超案件数据

政务外网 按需定制

可提供数据
（1）检测站发放的通行证信息

（2）货运车辆超载违法记录信息
政务外网 按需定制

海事法规信息

管理系统

需获取数据 （1）运输企业、船舶、船员数据 政务外网 按需定制

可提供数据
（1）执法案件督办处理信息

（2）执法监督与评议考核信息
政务外网 按需定制

1.1.1.2.3.2 技术实现方案

1.1.1.2.3.2.1 数据交换方式

数据交换平台部署图

——对于实时性要求比较强的少量数据，以及需要通过实时查询获取的单类

数据，如失信黑名单的实时查询，可基于 Web Service 接口方式完成相关信息

的查询核对。Web Service 接口应按照标准协议接入企业服务总线（ESB），实

现各类系统的互联互通和有效集成。

——针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数据，包括基础数据、部分业务数据拟采取数据

文件交换，供信用系统数据库读取。数据文件的内容和格式等规范要求遵守公路



水路建设与运输市场信用信息服务系统重大工程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

数据共享技术架构图

由部省数据交换共享平台获取的数据文件，通过数据内容抽取、转换、加载

入库。

数据抽取：实现从数据文件获取所需数据的过程，在数据抽取过程按照信用

业务要求过滤掉不符合要求的源数据字段或数据记录。

数据转换：按照目标表的数据结构，对一个或多个源数据的字段进行翻译、

匹配、聚合等操作得到目标数据。

数据装载入库：把源数据通过数据转换目标数据之后，通过数据加载工具加

载到信用目标数据库中。

1.1.1.2.3.2.2 数据交换标准

数据交换标准参考交通运输部分发布的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综合管理信息系

统系列标准和技术要求。

1.1.1.2.3.2.3 交换周期

对于需要获取实时信息的情况，需要进行数据的实时传输交换。对于不需要

获取实时信息的情况，按照不同业务需求约定部省交换周期，例如：基础数据有

更新时 24 小时内完成交换；信用记录信息每日交换。主题数据依据需要，按需

及时生成或定期自动生成。



1.1.1.3 功能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系统功能结构示意图

本系统主要建设三方面内容，包括：

1、交通运输执法数字大屏

以“聚”为前提，通过对接司法厅的海南省综合行政执法平台，推进全省交

通运输执法基础数据库、业务数据库和音视频数据的全面汇聚，为数据分析、研

判奠定基础，形成执法合力；建设“智慧执法数字大屏”，对全省道路和水路运

输业户、车辆和船舶、从业人员进行全方位用户画像，为非法营运、黑车整治、

治超研判、显性违章违法取证、污染防治等各类执法难题提供智慧化解决方案。

2、执法装备管理

根据执法车船和执法终端的电子档案管理与证件管理的业务需求，满足对执

法装备的信息管理及监控，包括对各类执法终端、执法车辆信息、执法车船及其

使用者的在线监控等管理功能。

3、移动执法装备体系

采用“统一规划，分步建设，先期试点，逐步推广”的模式进行执法终端系

统的建设与应用。智能化执法终端系统包括车（船）载执法终端、手持执法终端

系统、执法记录仪、执法记录仪采集站、执法速拍仪等终端类型，并配备执法终

端的网络通信线路。



1.1.1.4 各功能模块定义

1.1.1.4.1 交通运输执法数字大屏

1.1.1.4.1.1 可视化大屏展示

以可视化图表、拼盘、动态热力图等形式对司法厅综合执法数据、事实监控

数据、监管数据、第三方数据等进行汇总分析及展示，实现交通运输执法数据动

态呈现，并可根据领导、各级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等用户需求，灵活选择不同

类型统计数据，展示交通执法数据。同时适配多种展示终端。

1、主题展示

（1）运行监测一张图

交通运行监测主要实现整体交通运行态势的即时监测，汇聚运行监测、基础

设施运行监测及管理对象运行监测，并针对不同数据内容形成运行监测各类图层，

提供图层查询功能，便于精准获取各类要素、时间的地理位置信息和相关业务信

息，支撑综合执法的精细化、精准化管理。

A. 运行监测一张图

汇聚全省交通路网、断面流量等交通数据，整合相关地理信息数据并集中呈

现。

B. 基础设施运行监测

对高速公路、普通公路、航道、港口、场站、铁路线路及附属设施等基础设

施；感知设备，如视频监控、超限检测设备、智能执法终端等运行监测。

C. 管理对象运行监测

对道路运输企业、驾培机构、维修企业、航运企业、船厂等运行情况进行监

测。

（2）领导驾驶舱

领导驾驶舱在归纳整个海南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领导需求的基础上，站在宏

观管理的角度，整理出能够反映整体工作情况的宏观关键指标，这些关键指标将

各层领导所关心的主要业务问题直观实时地展现。使决策层能够及时了解并把握

各部分主体的最新动态，从而可以准确高效地进行科学分析和决策。展现形式包

括指标值、趋势图、地图等多种形式。

A. 领导视角指标分析



针对领导关注的指标，对运输企业数、车辆数、货运量、行政处罚金额、船

舶数、“三无”船舶专项检查执法案件、检查危险品船舶、“两客一危”车辆查

处案件等指标进行梳理。

B. 领导视角统计分析

针对领导关注的指标进行统计分析直观展示。

（3）水上执法一张图

水上执法一张图作用主要支持全省水上执法的监测预警工作。对司法厅综合

执法平台的执法业务数据进行汇总集合、梳理分析，实现全省水路运输综合执法

相关核心业务的一张图展现，为水上综合执法业务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科学的

辅助决策支撑。展现形式包括指标值、趋势图、地图等多种形式。

A. 执法案件分析

统计水上执法案件总数、水上执法案件类型、行政处罚业务量等进行执

法案件分析。

B. 罚款金额分析

对一定时期内水上执法罚款金额数目等进行分析。

C. 查获三无船舶分析

统计一定时期内三无船舶查获数量、“三无”船舶专项检查次数等进行

查获三无船舶分析。

D. 检查危险品船舶分析

统计一定时期内检查危险品船舶艘次数、危险品船舶数量等进行检查危

险品船舶分析。

E. 卸载超载船舶分析

支持对一定时期内卸载、超载船舶数量、吨数等进行分析。

此外，需支持 GIS 地图展示功能，可在 GIS 地图上展示全省船舶的实时分布

情况（包括危化品船、客渡船、普货船、海巡船等），并可选择船舶进行船舶基

础信息的下钻提取和查看功能。

（4）道路执法一张图

针对领导、相关科室、各基层执法机构关注的道路条线相关指标，整合高速

管理部门现有信息系统的数据资源，覆盖高速常态监测监管、应急指挥调度等多



个业务领域，实现数据显示、数据分析、数据监测等多种功能，实现对海南道路

的监测指挥、分析研判、展示汇报等场景等进行整合、一体、多维的展示分析，

便于全面掌握区域内道路执法的总体情况，为领导决策、任务制定提供科学的辅

助决策。

A. 执法案件分析

统计道路执法案件总数、各类案件数等对一定时期内道路执法情况进行

分析。

B. 罚款金额分析

对一定时期内道路执法罚款金额进行统计分析。当期各支队路政案件处

罚金额情况。

C. “两客一危”车辆查处案件分析

基于“两客一危”车辆查处案件数、车辆报警平均处理率、运输经营业

户数等指标”对“两客一危”车辆查处案件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D. 公路路政巡查总里程分析

统计当期全省高速公路、普通公路路政巡查巡检数量情况并进行公路路

政巡查总里程分析

E. 道路运输企业行政检查分析

统计一定时期内道路运输企业行政检查次数并分析。

F. 超限车辆卸驳载分析

统计超限车辆卸驳载吨数、超限车辆数等对一定时期内超限车辆卸驳载

分析。

此外，需支持 GIS 地图展示功能，可在 GIS 地图上展示全省道路运输车

辆的实时分布情况（包括两客一危、货运车辆、执法车辆等），并可选择车

辆进行车辆基础信息的下钻提取和查看功能。

（5）工程质量一张图

基于数字地图，对交通运输各在建工程的分布进行集中展现，并可通过丰富

的可视分析手段，对招投标进度、设计规划成果、安全环保等重要指标进行多维

度分析，实现对工程质量、安全、进度、设备、物料的全面监测，助力管理者宏

观、全面掌握工程建设总体态势。实现全省交通工程质量执法相关核心业务的一



张图展现，全面展现交通工程质量执法业务态势，为决策分析、日常监管提供有

效的数据支撑。展现形式包括指标值、趋势图、地图等多种形式。

A. 交通运输在建工程分布展示

对交通运输各在建工程的分布、工程概况（规模、工期、投资规模、参建单

位等）、工程进度、人员、车辆、工器具等信息进行集中展现，包括高速公路、

过江通道、公路项目、港口项目、水路桥梁等项目情况展示。

B. 招投标进度分析

工程项目招标时间、开标时间等进度分析。

C. 设计规划成果

支撑查询工程项目设计规划成果。

D. 安全环保分析

基于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噪声污染、粉尘污染等数据进行安全环保分析。

E. 工程质量分析

支持通过发现质量问题条数、问题整改率统计分析工程质量。

F. 工程安全分析

项目安全检查次数（层级督查、专项检查、飞行检查）、印发安全检查通报

件数等对工程安全进行分析。

G. 工程进度分析

支持对不同类别的施工进度进行汇总及可视化展示，并分析工程进展情况。

H. 工程设备状态分析

支持在线查询工程设备状态。

I. 工程物料分析

支持实时统计汇总当期内工程物料消耗及留存情况。

（6）综合管理一张图

针对交通综合执法综合管理条线领导、相关科室、各基层执法机构关注的指

标，围绕执法队伍、制度规范、执法装备、信息化管理等多个方面进行指标梳理、

数据抽取、指标计算、指标展现，实现全省交通综合执法综合管理相关核心业务

的一张图展现，全面展现业务态势，为政策制定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展现形式

包括指标值、趋势图、地图等多种形式。执法队伍分析



支持执法队伍人员数量统计查询、各地执法队伍对比分析等。

A. 执法人员分析

支持各地执法人员年龄占比、学历占比等数据分析。

B. 执法人员构成分析

支持执法人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员比例、执法人员培训再教育人员比例的

展示与查询。

C. 专业素质水平分析

当期执法人员专业素质水平表征执法人员依法行政能力状况，包括学历水平

和培训再教育水平、执法人员专业素质水平。

D. 制度规范

支持在线查询现有执法局管理制度、已出台执法规范性文件等。

E. 执法装备分布

支持执法车、执法艇等执法装备的统计及分类查询。

F. 执法装备损耗分析

执法装备损耗情况分析。

G. 执法智能设备占比及覆盖分析

支持查询当期内执法智能设备占比及执法智能设备覆盖率。

H. 信息化管理分析

对各地市综合执法信息化管理进行分析。

功能涉及数据清单表

功能点 数据

运行监测一张图

运行监测一张图 交通路网数据、断面流量

基础设施运行监测

高速公路、普通公路、航道、港口、

场站、铁路线路、视频监控摄像头、

超限检测设备、执法终端

管理对象运行监测
道路运输企业、驾培机构、维修企业、

航运企业、船厂

领导驾驶舱 领导视角指标分析

业户数据、车辆数据、从业人员数据、

船舶数据、行政检查数据、行政处罚

案件数据

水上执法一张图

执法案件分析
行政检查数据、专项检查数据、行政

处罚案件数据

罚款金额分析
行政检查数据、专项检查数据、行政

处罚案件数据



查获三无船舶分析 船舶数据、行政检查数据

检查危险品船舶分析 船舶数据、行政检查数据

卸载超载船舶分析 船舶数据、行政检查数据

道路执法一张图

执法案件分析 行政处罚数据

罚款金额分析 行政处罚数据

“两客一危”车辆查处案件分析 行政处罚数据

公路路政巡查总里程分析 路政巡查数据

道路运输企业行政检查分析
行政检查数据、专项检查数据、行政

处罚案件数据

超限车辆卸驳载分析 超限数据处罚数据

工程质量一张图

交通运输在建工程分布展示 工程项目数据

招投标进度分析 招投标数据

设计规划成果 项目规划数据

安全环保分析 项目现场噪声污染、粉尘污染

工程质量分析 工程检查问题单

工程安全分析 行政检查数据

工程进度分析 工程标段进度

工程设备状态分析 工程设备数据

工程物料分析 工程物料数据

综合管理一张图

执法人员分析 各地市执法人员年龄占比

执法人员构成分析 各地市执法人员学历占比

专业素质水平分析 执法人员专业素质水平

制度规范 信息化管理制度建设成效

执法装备分布
执法车辆数据、执法艇数据、执法装

备分类数据

执法装备损耗分析 执法装备损耗情况

执法智能设备占比及覆盖分析 执法装备数据、执法装备状态数据

信息化管理分析 信息化建设成效

1.1.1.4.1.2 大数据统计分析研判

1、专题场景研判

（1）非法营运研判分析

通过汇聚公安机动车数据、地方重点路段监控点车牌识别数据、高速公路通

信收费数据、高速公路门架通行数据、公安非法营运和营转非数据、全国运政数

据、全省交通执法案件数据，建立分析研判模型，每天 24 小时不间断就行分析，

分析疑似非法营运车辆线索，然后按照车辆出入的行政区划，提交给高速支队和

地方综合执法支队，支队对系统研判的线索进行筛选，确定核查车辆，进行任务

派发和现场核查。



（2）超限超载研判分析

通过接入货运装载源头企业称重数据和视频监控数据，具备称重数据实时比

对、货运运单电子化、超载行为预警视频实时调看及事后溯源等多种功能，同时

与治超点动态称重系统关联比对，实现对企业源头、动态检测卡点违法行为研判

分析。

（3）客运车辆智能研判

对旅游包车是否填报包车标贴出地名、班线车辆未按核定线路行驶时是否申

请临时加班标贴、县际包车是否超范围运营进行研判分析。

（4）危货车辆智能研判分析

对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上路运行是否填报电子运单、报停车辆报停期间是否运

行进行研判分析。

（5）“一车到底”全面体检

对车辆是否有道路运输证、车辆道路运输证件是否在有效期、车辆道路运输

证年审是否在有效期、车辆等级评定是否在有效期、车辆卫星定位数据是否实时

上传、车辆是否超限等违法行为进行检测。

（6）“一船到底”全面体检

对船舶是否正确使用无线电、船名是否遮挡、船员在甲板是否穿救生衣、船

舶是否悬挂国旗、船舶是否超载、船舶是否超吃水、船舶营运证件是否在有效期、

船舶营运证件年审是否在有效期等显性和隐形违章行为进行研判分析。

（7）污染防治研判分析

通过对接船舶、港口、汽车维修等相关污染防治监测平台，实现对船舶污染

物接收、转运、处置、港口粉尘监测及视频数据的采集，及时发现实时异常信息，

提醒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执法检查。

2、统计分析

（1）信息查询

提供各类信息的统计汇总数据显示，提供全省车辆、船舶、人员、道路业户、

水路业户、危化品名录、违法案件、违法行为、车辆跟踪、重点船舶跟踪等信息

检索查询。

（2）统计报表



根据业务需求提供固定专题统计分析、自定义统计分析等功能，可查询和统

计各省、各门类执法机构数量和性质、执法队伍数量和结构、执法案件数量和结

构、执法评议考核结果等信息并生成相应的统计报表。

（3）主题分析

面向管理决策层，针对领导比较关心、重视的专项课题，提供主题分析功能，

从总量、结构、趋势等方面对各类行政执法案件进行专题形式的分析。通过对接

司法厅综合执法平台，可对执法人员、执法案件数量、罚没款、被处罚人特征等

主题进行分析，形成日趋势图或月趋势图，并进行同比、环比分析。

1）执法案件主题

执法案件主题，从执法案件的角度对执法案件数量、执法案件种类、执法类

型、案件来源、罚没款金额等多个维度进行关联分析与挖掘。有以下 3方面的具

体分析，综合分析、罚没款分析、多维度分析。

2）执法人员主题

执法人员主题，从执法人员的角度对执法人员数量、执法人员结构、职务层

次、专业技术，职称等级等多个维度进行关联分析于挖掘。有以下 2方面的具体

分析，人员结构分析、职务职称分析。

3、用户画像

整合全省道路和水路运输业户、车辆和船舶、从业人员等相关数据，基于用

户画像模块的支撑能力，建立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画像标签体系，开展综合画像分

析与动态评价，将大数据画像与综合执法业务相结合，进行安全风险指数分析与

分级管控，强化隐患排查治理与风险防范。

提供以下场景的用户画像应用：

（1）道路运输危险品运输车辆、危险品运输业户、危险品运输驾驶员的 360

度画像。

（2）色卡标签：色卡是标签对象信用评分评级的体现，根据危险品运输车

辆、危险品运输业户基本信息、运单、案件、经营状态等数据进行评分评级，对

应标记相应的色卡，根据评级结果实现差异化监管。

（3）普货运危货研判：对普通货车运送危险货物的行为进行分析研判。

（4）业户风险系数研判：根据企业运输的危险货物品种及关联企业等信息



对危险品运输业户的风险系数进行研判。

（5）业户经营合规研判：从危险品运输业户的经营合规性和管理规范性两

个维度进行研判。

1.1.1.4.2 执法装备管理

1.1.1.4.2.1 执法装备配备管理

包括手持执法终端、执法记录仪等单兵执法终端及车（船）载执法终端的配

置管理、资料管理及设备状态管理等功能，使装备管理部门及相关人员清楚掌握

各类执法终端设备的配备情况。

1.1.1.4.2.2 执法车船管理

1、执法车船档案管理

包括车船登记、查询、档案维护、统计等基本信息管理功能。

2、执法车船证件管理

包括执法车船证件申请、发证、查询、审核、挂失/解挂、扣留/解扣、注销、

证件统计等功能。

3、执法车船扩展信息管理

包括车船投保信息管理、车船尾气排放环保信息管理等功能。

1.1.1.4.2.3 执法终端智能管控

1、用户管理

1）用户管理/组织管理：对用户、组织架构进行管理，支持用户、组织信息

的导入；通过权限管理，实现用户的分级管理。

2）请假管理：对请假信息进行管理，实现在线审批操作，提高工作效率。

3）用户组管理：可以根据短期工作需要组建临时用户组，并分配临时策略

进行灵活、机动的管理。

2、终端管控

1）即时管控

通过即时管控模块，可以及时处理接入的具有特殊问题的终端执法终端，避

免失泄密的发生。

一键锁屏：对终端执法终端进行远程一键锁定。

定位、轨迹查看：对终端执法终端进行一键定位，还可以根据需要监控终



端的位置轨迹。

远程截屏：可以远程截取违规用户的执法终端屏幕内容，进行监测和取证。

解除锁屏密码：对违规执法终端进行检查或取证时，若执法终端上锁可以

远程进行解除锁屏。

数据擦除：若设备丢失，可以远程对执法终端上的数据进行擦除，保障执

法终端的数据安全。

2）策略管控

通过策略配置实现对接入的终端执法终端使用规范性进行管控。

执法终端策略设置：支持在特定时间段、划定区域两个层面对执法终端的

通话、短信、移动网络、WIFI、GPS、蓝牙、摄像头、USB、SD 卡、录音机等基

本功能进行强制开启或关闭，实现精准管控。

通讯黑名单：将敏感、可疑的联系方式加入黑名单，屏蔽黑名单中联系方

式与接入平台的执法终端用户联系，阻止不良信息传播。

敏感词管理：支持敏感词添加或导入功能，使得接入平台的执法终端用户

在使用上网、聊天、搜索等各类 APP 时无法发送相关敏感内容，保障信息的安全，

杜绝失泄密行为。

离线告警：支持离线周期设置，对于在设定的天数内没有上报数据的移动

终端进行告警显示。

3）设备深度监控

通过配置加密授权设备，使管理员具备对特殊终端用户执法终端使用情况进

行深度监控的能力。

远程录音、摄像：支持对违规用户进行远程录音或通话监控录音，从而深

入分析用户行为，远程操作时用户全程无感知。

终端文件：支持远程获取用户执法终端的文件目录和违规文件，并可回传

取证和远程销毁。

3、上网防控

通过上网黑名单或白名单，实现对接入的终端执法终端用户上网行为进行限

制，让用户远离不良信息。

4、应用管控



对接入的终端执法终端上应用使用情况进行管控。

1）应用黑白名单：通过应用黑名单和白名单两种应用管理模式，对执法终

端下载、安装应用的行为进行管控，保障用户应用的使用安全。

2）远程安装应用：远程对接入平台的终端执法终端进行应用安装。

3）用户应用列表：可以监测接入平台的终端执法终端用户的应用安装情况，

并可远程删除某些违规应用。

4）应用使用记录：查询用户应用使用记录。

5）应用安装拦截记录：查询用户应用安装拦截记录。

5、告警中心

用户的违规行为会自动记录并触发告警，自动提醒用户的上级管理员。

1）违规记录、违规文件查询：根据消息类型、姓名、时间、违规文件等进

行违规记录的查询。

2）终端告警：支持终端告警/违规后自动锁死执法终端，可以远程对安装有

管控终端的执法终端进行锁定，保存证据，并可远程控制摄像头、麦克风、扬声

器等硬件设备。

3）违规行为取证：当出现违规或者试图违规被监控终端阻止的行为，能够

及时取证（包含语音、图片、截屏等）上报，并上传相关信息（包含执法终端硬

件地址、执法终端号、微信号等）。

4）SD、SIM 卡告警：如果用户私自更换 SD 卡或 SIM 卡，系统则自动记录、

告警并锁定执法终端。

5）违规行为设置：对各种违规行为可以自定义配置终端的限制操作，如锁

屏、关闭执法终端功能等。

6、系统管理

通过角色和后台用户管理，可以将模块的管理分配给多个管理员，实现分级、

分权管理，提高管理效率、保障平台用户信息安全。

1）权限管理：可以添加多种角色，设置不同的功能赋予到不同的角色中，

让不同角色进行不同的管理操作。

2）后台用户管理：可以设置多级管理用户，实现各旅管各旅，各营管各营

的分级管理效果。



3）应用升级：后台对业务软件进行升级。

4）机型管理：添加、编辑、删除执法终端厂家，查询、添加、编辑、删除

执法终端型号维护功能及其别名，不要在业务后台显示，在运维后台显示。

5）后台操作日志：平台将记录各个管理员的操作行为，可以进行事后追查

和平台使用行为监测，保障平台的合理合规使用。

7、终端安全

终端安全模块部署在智能终端设备上，具备以下功能：

1）对执法终端使用的状态及行为进行监测，并采集相关的数据，如上网记

录，应用使用记录及违规内容等信息上传至模块。

2）接收模块下发的策略并执行策略。如定位、锁屏、远程应用安装等。

3）防 ROOT、防刷机、防恢复出厂设置。

4）支持在执法终端端隐藏终端安全模块。

8、终端接入需求

智能终端管理功能应支持全省一线交通执法人员多样化终端设备的接入需

求。

1）对全省各级交通运输执法机构配备的智能终端设备进行全量接入。

2）终端适配操作系统：应支持国产安卓系统 Android6.0 以上版本的终端设

备接入。

3）根据全省交通运输执法人员数量，在适度冗余的情况下，应满足不少于

2万台智能终端设备的接入需求。

4）根据各设区市综合执法支队、直属高速公路执法支队智能终端设备配备

进度，进行同步接入

1.1.1.4.3 移动执法装备体系

1.1.1.4.3.1 智能化执法终端系统建设方案

采用“统一规划，分步建设，先期试点，逐步推广”的模式进行执法终端系

统的建设与应用。智能化执法终端系统包括车（船）载执法终端、手持执法终端

系统、执法记录仪、执法记录仪采集站、执法速拍仪等终端类型。

1.1.1.4.3.2 车（船）载移动执法终端

车（船）载移动执法系统设备配置如下：



1、云台摄像机

1. 像素≥200 万，最大分辨率≥1920*1080

2. 光学变焦≥20 倍

3. 支持 H.264、H.265 编码

4. 支持低照度功能，彩色不高于 0.05Lux，黑白不高于 0.01Lux

5. 旋转角度支持水平 360°连续旋转，仰视≥90°；垂直方向 180 度旋转

6. 支持红外补光,照射距离≥100 米

7. 云台外壳防护等级≥IP66

8. 配备≥7 英寸的监视屏和操控键盘

2、车载硬盘录像机

1. 具备≥4 路 IPC 接入

2. 具备≥1 路 CVBS 视频输出，≥1路 CVBS 音频输出

3. 具备 ≥1 路 VGA 视频输出接口，最高分辨率 1920*1080

4. 存储容量≥1TB，能够同时支持接入硬盘和 SD 卡

5. 具备 4G 无线模块，满足 4G 全网通接入

6. 具备北斗、GPS 定位

7. 支持远程预览、回放、配置等功能

8. 具备延时关机、定时关机功能

3、车载锂电池

1. 电池电量：≥40Ah

2. 采用锂离子动力电池

3. 支持输入电压：AC220V、DC12V

4. 支持输出电压：AC220V±10%V、DC12V、USB5V



5. 支持输出接口：DC、USB、TYPC-C 接口等

4、车载路由器

1.制式：支持 4G 或以上全网通

2.接口：支持≥1WAN，≥3*LAN 口

3.终端连接数：≥10 个

4.Wi-Fi：802.11ac/b/g/n，2.4+5GHz

5、警灯、喊话器

1.具备 LED 灯管、双层灯源警示

2.警示效果可采用频闪方式、多灯循环方式

3.最大照度≥800Lx，有效视觉距离≥500m；雾天≥300m

4.喊话器功率≥100w

5.警灯符合交通运输综合执法警示用灯的相关要求

6.满足-20 度至+60 度环境下正常工作

6、打印机

1.类型：彩色喷墨打印机

2.介质尺寸：A4、A5、A6 等

3.功能：支持打印、扫描、复印

4.支持 USB 打印和无线打印

5.内置电池，支持移动打印

6.打印内存≥32MB

1.1.1.4.3.1.2 手持执法终端

手持执法终端配备给执法人员随身携带，满足单兵移动执法办案和指挥调度

需要，实现 车辆、人员、法律法规查询，勘验笔录、案件立案、文书打印等功

能；并可拓展支持音视频呼叫通信、视频回传、视频会商和集群对讲等功能应用。

同时，因后期执法终端应用将集成在“海政通”应用上，为更好地支撑“海

政通”及相关执法移动端应用，本次手持执法终端采用市面配置比较高的手机型

执法终端。

参数要求：

1. ▲具备电信设备进网许可，通过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通过国家强制性



产品认证；提供电信设备进网许可证

2. 屏幕：显示屏不小于 5.5inch；支持多点触摸，湿水触摸操作

3. 内存：≥4GB RAM+64GB ROM

4. 操作系统：Android 8.0 或以上；

5. 摄像头：前置≥800 万，后置≥1300 万；视频录制分辨率不低于 1080P；支

持自动对焦，具有闪光灯

6. 定位：支持北斗定位

7. 电池：≥8000mAh

8. 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GB/T4208-2017 中规定的 IP67 等级；须提供国家

认定的具有 CNAS 及 CMA 资质的评测机构出具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9. TSAM 卡槽：内置

10. ▲支持读取符合交通运输行业标准《IC 卡道路运输证件》（JT/T825-2012）

相关证件，实现 IC 卡道路运输证件的通读通写；须提供国家认定的具有 CNAS

及 CMA 资质的评测机构出具的符合（JT/T825-2012）《IC 卡道路运输证件》

标准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11. 内置专业指纹模块：支持指纹录入、识别及比对功能，符合 GA/T 1012 的相

关规定

12. ▲可配置主动式电容手写笔，支持原笔迹、签批等应用需求

13. ▲支持二代居民身份证信息读取功能；须提供国家认定的具有 CNAS 及 CMA

资质的评测机构出具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14. 具备蓝牙、WLAN 和 NFC 等短距离无线通信功能

15. 具有陀螺仪、加速传感器和距离传感器等传感器

16. 支持拓展音视频通话、视频回传、集群对讲、即时通讯等通信调度功能；

17. ▲须提供制造厂商针对本次项目的售后服务承诺



1.1.1.4.3.1.3 执法记录仪

执法记录仪定位为配置给执法人员随身携带，构成现场执法音视频采集系统。

并可拓展 支持音视频呼叫通信、视频回传、视频会商和集群对讲等功能应用。

参数要求：

1. 制式：4G 全网通；

2. 存储：≥64GB

3. 屏幕：≥3.5 英寸

4. 摄像头：数量≥2个，像素不低于 400 和 1300 万

5. 视频分辨率：最高不低于 1080P

6. 红外夜视：支持

7. 操作系统：Android8.0 或以上

8. 定位：支持北斗、GPS

9. ▲支持读取符合交通运输行业标准《IC 卡道路运输证件》（JT/T825-2012）

相关证件，实现 IC 卡道路运输证件的通读通写；须提供国家认定的具有 CNAS

及 CMA 资质的评测机构出具的符合（JT/T825-2012）《IC 卡道路运输证件》

标准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10. 电池：≥4000mAh

11. 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GB/T4208-2017 中规定的 IP67 等级；须提供国家

认定的具有 CNAS 及 CMA 资质的评测机构出具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12. ▲支持二代居民身份证信息读取功能；须提供国家认定的具有 CNAS 及 CMA

资质的评测机构出具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13. 满足 1.5 米自由跌落和-20℃工作正常；须提供国家认定的具有 CNAS 及 CMA

资质的评测机构出具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14. ▲通过电信设备进网许可和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提供无线电发射设备

型号核准证



15. 支持音视频通话功能；

16. 支持视频回传功能

17. ▲支持拓展音视频通话、视频回传、集群对讲等通信调度功能。须提供国家

认定的具有 CNAS 及 CMA 资质的评测机构出具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18. ▲须提供制造厂商针对本次项目的售后服务承诺

1.1.1.4.3.1.4 执法记录仪采集站

支持自动校正执法仪时间、超大文件传输、断点续传、大容量储存读写、自

动清空执法仪内存、多线程采集传输等数据采集功能

1. CPU：≥双核 3.0GHz

2. 内存：≥8G

3. 硬盘：系统硬盘≥64G SSD；存储硬盘≥16T

4. 显示屏：≥19 寸液晶触摸显示屏

5. 硬盘槽位：≥8个

6. 接入槽位数量仓位：≥20 个

7. 支持执法记录仪录音文件、录像文件、拍照文件的自动采集

8. 支持自动校正执法仪时间功能

9. 支持自动同步时间功能

10. 支持超大文件传输功能

11. 支持大容量储存读写功能；

12. 支持自动清空执法仪内存功能。

1.1.1.4.3.2 终端配备方案

结合当前海南省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实际业务需求，本期项目执法装备在考虑



投资规模情况下，以满足执法业务最低要求为依据，制定各类执法装备配备方案。

在执法装备应用效果较好的情况下，后期逐步提高覆盖比例。

1、车载执法终端配备

海南省现有执法车辆 204 辆，按照执法车辆数量的 10%配备车载执法终端，

数量约为 18 套。

2、船载执法终端配备

海南省现有执法船舶 7艘，根据水路执法办案特点和海南省具体需求，配备

2套船载执法终端。

3、手持执法终端配备

海南省有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人员 2358 人，按照执法人员数量的 30%配备手

持执法终端，数量约为 700 套。

4、执法记录仪配备

海南省有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人员 2358 人，按照执法人员数量的 30%配备执

法记录仪，数量约为 700 套。

5、执法记录仪采集站配备

按照平均每个市（县）执法支队及直属高速公路执法分局配备 2台执法记录

仪采集站，共配备 40 台。

1.1.1.4.3.3 执法终端通信网络

针对执法人员配备的执法终端，通过租用运营商网络数据流量的方式，为执

法终端实时上传执法数据提供数据传输通道。

本系统共建设 1460 个执法终端设备，故需租用 1460 个运营商网络流量，本

期项目按照一年数据流量进行租用，后期流量由执法终端使用单位租用。

1.1.1.5 执法终端接入方案

移动执法终端上将部署司法厅统一开发的执法应用，终端按照《司法行政移

动执法系统技术规范 SF/T 0049—2020》要求进行接入。

1、体系架构

司法行政移动执法系统网络接入安全体系通过终端加固、信道加密、认证接

入、接入前置设备、网 闸隔离、接入控制设备和访问控制，构建包括司法行政



移动执法终端、移动执法无线专网或虚拟无线专 用网络、司法行政移动执法网

接入区、安全边界和司法行政移动执法专网的网络接入安全体系架构。网 络接

入安全体系架构如图所示。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系统与外部系统数据流向图

2、信道加密

信道加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具备终端与执法网接入区间端到端数据通信加密传输的能力;

b) 具备传输数据完整性的校验能力。

3、认证接入

认证接入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支持基于数字证书端到端双向身份认证功能;

b) 具备网络接入的安全策略管理能力;

c) 具备身份数字证书的证书管理功能;

d) 基于身份认证对终端访问资源的授权管理功能;

e) 具备审计管理功能。

4、访问控制

访问控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具有对数字证书用户的访问控制功能;

b) 具备异常访问报警和阻断能力;

c) 具备终端远程监控和管理能力;



d) 具备鉴别终端身份合法性的验证能力。

5、安全边界

安全边界应包含接入前置设备、网闸设备和接入控制设备，网闸设备应符合

GB/T 20279—2015 第三 级的要求。具体要求如下:

a) 具备基于数字证书的接入认证功能;

b) 具备基于访问接口白名单方式的控制策略功能;

c) 具备基于角色对资源进行访问控制功能;

d) 具有对交换的数据内容和格式进行检查过滤能力;

e) 具有对数据应用协议的剥离、过滤与恢复能力;

f) 具有多种传输协议的数据同步能力;

g) 具有开启、断开数据交换能力。

1.1.1.6 实现各模块功能的技术方案

1、Web 应用技术

J2EE 框架应用是目前流行的 Web 应用技术，在开发效率、可移植性、重用

性、可维护性、可伸缩性等方面具有较强优势。本系统涉及面广、功能众多，是

个综合性的信息化建设工程。项目建设中大部分功能仍然采用 Web 技术架构进行

开发。

J2EE 架构优点：支持简化的、基于组件开发模型；基于 J2EE 的应用程序不

依赖任何特定操作系统、中间件或硬件；J2EE 中对组件技术的使用，可提高整

体开发效率；除了 Java 语言固有的可移植性外，EJB 体系结构在 Bean 和支持该

Bean 的容器之间提供了一套标准化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无需重新编写其源代

码就能够将 Bean 从一种操作环境移植到另一种操作环境。

2、大数据分析挖掘

大数据分析挖掘技术指从可视化分析、数据挖掘算法、预测性分析、语义引

擎、数据质量管理等方面，对杂乱无章的数据，进行萃取、提炼和分析的过程。

本系统运用大数据分析挖掘技术，对全省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数据资源进行科

学分析找出规律，分析结果通过表格式、图形式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用于全面

分析省内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工作。



可视化分析借助图形化手段，清晰并有效传达与沟通信息的分析手段。主要

应用于海量数据关联分析，即借助可视化数据分析平台，对分散异构数据进行关

联分析，并做出完整分析图表的过程。具有简单明了、清晰直观、易于接受的特

点。

数据挖掘算法，即通过创建数据挖掘模型，而对数据进行试探和计算的，数

据分析手段。它是大数据分析的理论核心。数据挖掘算法多种多样，且不同算法

因基于不同的数据类型和格式，会呈现出不同的数据特点。但一般来讲，创建模

型的过程却是相似的，即首先分析用户提供的数据，然后针对特定类型的模式和

趋势进行查找，并用分析结果定义创建挖掘模型的最佳参数，并将这些参数应用

于整个数据集，以提取可行模式和详细统计信息。

预测性分析，是大数据分析最重要的应用领域之一，通过结合多种高级分析

功能（特别统计分析、预测建模、数据挖掘、文本分析、实体分析、优化、实时

评分、机器学习等），达到预测不确定事件的目的。帮助分用户析结构化和非结

构化数据中的趋势、模式和关系，并运用这些指标来预测将来事件，为采取措施

提供依据。

3、三维地理信息系统（GIS）

地理信息系统（GIS）是用于输入、存储、查询、分析和显示地理数据的计

算机系统，GIS 可以对空间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GIS 技术把地图这种独特的视

觉化效果和地理分析功能与一般的数据库操作集成在一起。

三维地理信息系统是将采集以及经运算分析后地理信息数据进行表现、展示。

三维数据相对二维数据更能表现出客观实际。三维 GIS 与二维 GIS 一样，需要具

备最基本的空间数据处理功能，如数据获取、数据组织、数据操纵、数据分析和

数据表现等。三维地理信息系统的多维度空间分析功能更加强大。空间信息的分

析过程，往往是复杂、动态和抽象的，在数量繁多、关系复杂的空间信息面前，

三维 GIS 具有强大的多维度空间分析功能，如淹没分析、地质分析、日照分析、

空间扩散分析、通视性分析等高级空间分析。

本系统通过数字大屏，基于二三维地理信息平台，展示海南省交通运输行政

执法总体运行态势、执法资源分布、执法案件分布、交通运输安全态势等图层。

4、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是理论和技术日益成熟，应用领域也不断扩大，根据《人工智能标

准化白皮书（2018）》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包括机器学习、知识图谱、自然语言

处理、人机交互、计算机视觉、生物特征识别、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

本系统融合运用机器学习和计算机视觉技术实现重要作业场所视频图像的

识别，主动判别和预警风险隐患，并采用机器学习技术实现应急事件的仿真模拟，

支撑应急方案的制定和应急决策。

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是研究计算机怎样模拟或实现人类的学习行

为，以获取新的知识或技能，重新组织已有的知识结构使之不断改善自身的性能，

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基于数据的机器学习是现代智能技术中的重要方法之一，

研究从观测数据（样本）出发寻找规律，利用这些规律对未来数据或无法观测的

数据进行预测。根据学习模式、学习方法以及算法的不同，机器学习存在不同的

分类方法。

计算机视觉技术是运用图像处理操作及机器学习等技术所组成的序列来将

图像分析任务分解为便于管理的小块任务。机器学习是从数据中自动发现模式，

模式一旦被发现便可以做预测，处理的数据越多，预测也会越准确。对自然语言

文本的处理是指计算机拥有的与人类类似的对文本进行处理的能力。例如自动识

别文档中被提及的人物、地点等，或将合同中的条款提取出来制作成表。近些年

随着算法等核心技术提升，机器人也取得重要突破。例如无人机、家务机器人、

医疗机器人等。计算机视觉是使用计算机模仿人类视觉系统的科学，让计算机拥

有类似人类提取、处理、理解和分析图像以及图像序列的能力。自动驾驶、机器

人、智能医疗等领域均需要通过计算机视觉技术从视觉信号中提取并处理信息。

近来随着深度学习的发展，预处理、特征提取与算法处理渐渐融合，形成端到端

的人工智能 算法技术。根据解决的问题，计算机视觉可分为计算成像学、图像

理解、三维视觉、动态视觉和视频编解码五大类。

1.1.1.7 接口开发及系统集成

1.1.1.7.1 接口开发

共享交换接口设计表

数据类别 主要数据内容 交换频率 用途 接口方式



数据类别 主要数据内容 交换频率 用途 接口方式

与海南省综合行政执法系统接口

执法人员

执法人员基本信息、证件信息、年

审信息、考试信息、培训信息、奖

惩信息等

每天交换

基础数

据，可视

化大屏

展示统

计分析

WebService

接口

执法机构

名称、代码、所属省市、地址、负

责人、机构性质、主要职权、资金

来源、现有人数、综合职能、执法

装备类别、数量等

每天交换

基础数

据，可视

化大屏

展示统

计分析

WebService

接口

执法案件

行政立案

执法门类、案件编号、

案由、案件状态、案件

来源、立案日期、立案

机构名称、当事人类

型、当事人姓名/公司

名称、当事人身份证

号、当事人从业资格证

编号、车（船）号牌、

车牌颜色、车船运输证

号、违法行为代码、违

法行为、违法事实、违

法时间、违法地点等

每天交换

核心业

务数据，

可视化

大屏展

示统计

分析 WebService

接口

处理决定

处罚依据、处罚种类、

处罚决定、罚款金额、

处罚日期、执法人员姓

名、证件号等

核心业

务数据，

可视化

大屏展

示统计

分析

WebService

接口

行政强制

行政强制当事人、行政

强制措施、执行情况、

实施日期等

核心业

务数据，

可视化

大屏展

示统计

分析

WebService

接口

结案立卷 结案意见、结案日期等

核心业

务数据，

可视化

大屏展

示统计

分析

WebService

接口



数据类别 主要数据内容 交换频率 用途 接口方式

涉嫌违法信息

涉嫌违法时间、涉嫌违法地点、当

事人类型、当事人姓名/公司名称、

当事人身份证号、当事人从业资格

证编号、车（船）号、车牌颜色、

车船运输证号、涉嫌违法事实等

每天交换

核心业

务数据，

可视化

大屏展

示统计

分析

WebService

接口

执法基准 地方法律法规、自由裁量权信息等 定期交换

基础数

据，可视

化大屏

展示统

计分析

WebService

接口

与部省共建执法数据交换平台接口

执法基准
国家层面法律法规、违法行为代码

等
定期交换

基础数

据，可视

化大屏

展示统

计分析

WebService

接口

执法案件
指标项参照省为部提供的执法案

件指标项
每天交换

核心业

务数据，

可视化

大屏展

示统计

分析

WebService

接口

涉嫌违法信息
指标项参照省为部提供的涉嫌违

法信息指标项
每天交换

核心业

务数据，

可视化

大屏展

示统计

分析

WebService

接口

1.1.1.7.2 系统集成

本工程的技术配置方案应充分复用现有技术资源，统筹考虑交通运输信息化

工程建设需求，保证技术标准统一性、建设方案的经济性和集约化。

当前技术路线、方案仅是设计阶段初选路线，最终实施时根据当时实际情况

选择，并确保系统功能、性能满足招标技术要求。

本工程的技术配置方案应充分复用现有技术资源，保证技术标准统一性、建

设方案的经济性和集约化。

本分包所建设的所有系统需集成至海南省交通运输综合业务平台一期统一

框架中，实现用户统一管理、权限分配、单点登录。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综合管理系统集成架构图

（2）商务要求

1、项目工期要求

合同履行期限（交付期）：12 个月。建设地点：海南省海口市

2、实施要求

投标人须对项目实施的规划和步骤加以说明，投标人应做出整个项目分阶段

的详细进度计划，明晰表述各阶段项目里程碑，以及对进度完成的保证措施和补

救方法。

投标人必须针对本项目提供完善的项目管理实施方案（包括项目组团队的组

建方案）和项目进度计划表。

3、安装调试要求

投标人负责合同规定的相关设备、应用软件的现场安装、集成和联调。安装



调试时所用的工具、设备由投标人负责。

投标人在安装调试阶段，保证不影响现有业务系统的正常运行。

4、验收要求

设备、系统整体功能交付达到了全部规定要求，系统上线后稳定试运行 3

个月后，通过项目监理方认可，且在提交全部相关文档、报告、源代码等交付物

的前提下，由中标方向采购方提出项目竣工验收申请，采购人按照国家、海南省

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进行验收。

5、售后服务

投标人必须提供详细的保修期内技术支持和服务方案，技术支持和服务方案

（包括但不限于）：

1）整体项目提供不少于二年的免费维护，从项目通过竣工验收起算。

2）为最终用户提供 7*24 小时技术服务热线，负责解答用户在使用中遇到的

问题，并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操作方法；提供 7*24 小时现场和技术支持

服务，15 分钟内响应，2小时内到达指定现场。

3）承建单位要拥有一支受过良好培训且富有经验的技术支持服务队伍，对

系统运行中可能出现的技术问题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

过程中，承建单位需解决各方面的问题并为用户创造可靠的在线业务环境。

6、培训

培训对象为项目单位的工作人员、系统管理人员。其中：

1）中层以上领导

通过培训，使领导能掌握其日常工作所用系统各功能模块的使用。

2）一般用户

本项目中各系统的使用人员。通过培训，能掌握其日常工作所用系统各功能

模块的使用。



3）系统管理人员

即在实施建设项目过程中主要参与全过程实施的各专业工程师与技术开发

人员和系统维护人员，通过培训，掌握系统的基本维护和日常管理工作，当系统

出现一般性问题时，通过培训的系统管理人员能及时解决问题，不影响系统的使

用。

人员培训的目的是为了使工作人员了解、掌握本系统所涉及的各种技术和设

备，更有效和更全面地应用、管理系统。对于一般工作人员，应能灵活操作、使

用本系统，对于系统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要能够达到独立操作、分析、判断解

决系统一般性问题。各项培训的内容和目的如下：

（1）领导交流与培训

信息系统作为一把手工程，需要为各级领导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交流，使

其对系统有更深刻的认识，积极参与，并主动带头使用，促进内部工作人员不断

使用本系统。领导培训除要完成必要的使用培训外，更多的是与领导进行沟通，

充分体现各级领导对系统提出的要求，并将这种要求贯彻到系统的建设过程中。

（2）技术培训

技术人员需要对整个系统有比较深入地了解，以便能够自主完成对系统的日

常维护工作，并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在系统的标准体系框架下，丰富系统的功能。

技术培训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未来系统的使用效果。技术培训面向负责系统运行

维护的相关技术人员，重点是平台的管理、数据库管理、软件使用及系统日常维

护工作。

（3）使用培训

面向项目的全体使用者提供使用培训，由于系统使用涉及的部门众多、人员

众多，业务繁重，针对为这类人员的具体情况，可以提供若干期“大课”的形式，

配合培训教材，使其初步掌握系统的使用方法，在具体的工作中，还可以由各部



门的“应用系统管理员”言传身教，为其解决具体的操作问题。对于系统的普通

用户来说，除了采用上述集中参加培训外，最好的也是最直接的培训方法，是培

养工作人员自学习的兴趣，通过本次项目建设内容中的网上培训系统，为其提供

在线的培训教程，促使其自主学习也是一种重要的手段。

4）培训方式

培训方式采用集中培训、现场培训、发放宣传材料等相结合的方式，针对不

同层次的人员，开设不同的培训课程和确定培训方式。

（1）集中培训方式

分别针对系统管理员、系统维护人员和系统操作人员，开设集中培训课程。

重点是系统维护人员和系统操作人员，采用集中授课的方式，进行培训。

（2）现场培训方式

重点针对系统管理员，通过在现场的施工和培训，深层次地掌握系统各设备

的使用、维护、故障检修和各种日常操作等。

（3）宣传材料方式

针对平时工作繁忙的大量普通用户，可以印制宣传材料在相应的职能部门向

用户发放，促进其自学。

7、付款时间、方式及条件

根据省财政年度预算安排，具体以实际签署合同为准。初步拟定为：（1）

合同分包签订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凭乙方开具的正式有效发票向乙方支

付合同总金额的 30%。（2）合同分包完成阶段性工作，甲方凭乙方开具的正式

有效发票，于 1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3）合同分包初验

通过专家评审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凭乙方开具的正式有效发票向乙方支付合

同总金额的 20%。（4）合同分包通过整体竣工验收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

凭乙方开具的正式有效发票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5%。（4）合同总金额的



5%作为质保金。竣工验收合格两年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凭乙方开具的正式有

效发票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5%。

8、其他要求

知识产权归属海南省交通运输路网监测和应急指挥保障中心所有。



海南省交通运输综合业务平台建设项目（2022）（海南省“零关税”进

口交通工具及游艇监管系统）B 包

（1）技术要求

1.1.2 海南省“零关税”进口交通工具及游艇监管系统

1.1.2.1 系统概述

“零关税”进口交通工具及游艇监管系统服务对象：进口企业、监管单位。

“零关税”进口交通工具及游艇监管系统的主要功能包括：1）进口主体查询。主要

接收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传送过来的企业信息，系统实现进口主体查询。2）建立

“零关税”交通工具及游艇正面清单。3）进口企业登记注册备案。升级改造省运政系统、

省港航一体化平台功能，当企业申报“零关税”车辆及游艇营运资格时，在现行审批车辆、

船舶营运资格行政审批事项基础上，在核发“零关税”车辆及游艇所有权证书环节，增加

“零关税”字段标识。4）进口车辆监管功能。对车辆进出岛时间进行比对分析统计，对

进口车辆出岛停留 120 天预警。5）进口船舶及游艇监管功能。对进口船舶的监管，通过

社管平台获取进口船舶和游艇的 AIS 数据，通过电子围栏、航线轨迹判断功能，对航行动

态及进出岛时间进行监管。6）统计分析。对“零关税”的进出口数据从多个维度进行统

计分析。

1.1.2.2 业务逻辑描述

本期建设的海南省“零关税”进口交通工具及游艇监管系统项目，将作为海南省自贸

区（港）物流监管服务系统延伸，纳入社管平台物流管控体系中统一规划，通过省政务中

心信息共享平台与各业务主管部门及社管平台实现共享，充分利用采集的数据资源，实现

零关税”进口交通工具及游艇的使用监管。实现“零关税”进口交通工具及游艇业务数据

可靠、安全、高效的交换与共享，基于“零关税”进口交通工具及游艇信息资源的整合和

分析，实现动态监测、全流程监管，推动“零关税”进口交通工具及游艇信息资源的整合

与一站式服务，构建全岛“零关税”进口交通工具及游艇基于数据交换的“共享、监管、

协同”的监管服务体系。

业务协同情况：



业务协同表

序号 各行业单位或平台 获取相关数据 共享相关数据

1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进口主体企业信息 /

2 海关

1、货品信息：进口日期、放行时间、

解除监管日期、企业名称、品名、规格

型号、数量、报关单号、合同协议号等）

2、海关同意转让（或贷款抵押、退运

出境、出口等）的企业主体及“零关税”

船舶（或游艇）的相关信息

运营违规数据

3 海事及船级社

进口船舶及游艇相关信息：船舶识别

号、IMO 编号、船名、船籍港、船舶种

类、船舶所有人

“零关税”进口船舶

及游艇的企业信息、

货品信息

4 社管平台 船舶 AIS 或自主卫星定位 运营违规数据

5 国税海南分局 / 运营违规数据

6
海南省道路运输便民服务

支撑系统
车辆登记信息 /

7 港航一体化服务平台 船舶登记信息 /

8 省公安厅 “零关税”的车辆行驶证信息 /



1.1.2.3 数据流定义

海南省“零关税”进口交通工具及游艇监管系统数据流图

本系统通过海南省政务信息共享交换平台，与各业务主管部门及海南社会化管理平台

进行数据交换和共享，接收从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传送过来的企业名录，建设“零

关税”正面清单管理，进行进口企业登记注册备案。并通过采集港航联网售票系统的购票

信息从而对进口车辆做到在进出岛时间节点的监控以及岛外停留时间的监管。通过对接海

关、海事、船级社、交通、商务等部门相关信息系统，采集、分析有关数据信息，在海关

监管年限内，实现对“零关税”进口船舶及游艇的全流程管理。相关功能所需要的对接的

数据对应如下：

所需数据表

序号 功能模块 对接系统 对应数据

1 进口主体查询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审批企业名录



2

进口船舶和游艇监管

海南省社管平台 船舶和游艇的 AIS

3 海关的外贸物流监管系统
进口交通工具的物流信

息

4 省公安厅车辆管理系统 车辆行驶证信息

5
进口企业等级注册备

案
省运政系统、省港航一体化平台

进口企业信息、进口交通

工具信息

1.1.2.4 功能

海南省“零关税”进口交通工具及游艇监管系统功能图

1.1.2.5 各功能模块定义

1.1.2.5.1 进口主体查询

1.1.2.5.1.1 模块概述

该功能实现通过省政务信息交换和共享平台，采集从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传送

过来的企业申报信息，包括申报行业类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

法人联系电话、联系人、联系人电话营业执照类型、注册资本、成立日期、营业期限、登



记机关、住所、经营范围、企业注册号、享惠类型等信息。并可通过查询企业名称等查询

条件，查询到该企业的详细申报信息。

其业务流程如下：

进口主体查询业务流程图

1.1.2.5.1.2 功能设计

通过省政务信息交换和共享平台，实现与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审核后的进口主体企

业名录的数据对接，实现对企业信息的相关查询。

 企业申报信息查询

通过列表展示最近申报的企业申报信息列表，点击列表中的任意一条企业申报信息，

可查看该企业的申报信息详情。

接收从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传送过来的企业申报信息，通过企业名称、统一信

用代码和申具体报名时间对企业信息进行查询，点击能查看到企业申报的具体信息。具体

信息包括：申报行业类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法人联系电话、

联系人、联系人电话营业执照类型、注册资本、成立日期、营业期限、登记机关、住所、

经营范围、企业注册号、享惠类型。

 企业变更信息查询

接收从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传送过来的企业变更信息，包括企业分立、合并、

更名。通过企业名称、统一信用代码和申报时间对企业信息进行查询，点击变更列表中的

任意一条企业变更信息，即可查看到企业变更的具体信息。

1.1.2.5.2.“零关税”正面清单管理

1.1.2.5.2. 1 模块概述

依照海南自贸港“零关税”进口交通工具及游艇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通过

建立“零关税”进口交通工具及游艇正面清单，实行“零关税”进口交通工具及游艇正面

清单管理。

1.1.2.5.2. 2 功能设计

其功能列表如下：



“零关税”正面清单管理功能图

该功能主要是对正面清单进行以下操作：

（1） 增加：新增“零关税”正面清单信息；

（2） 修改：对“零关税”正面清单，进行编辑、修改；

（3） 删除：删除已有的“零关税”正面清单信息；

（4） 查询：按一定的查询条件查询“零关税”正面清单信息；

（5） 导入：导出按条件筛选出来的“零关税”正面清单；

（6） 导出：导入已有的“零关税”正面清单等操作。

正面清单的详细信息包括：税则号列、货物名称。

1.1.2.5.3 进口企业登记注册备案

1.1.2.5.3.1 模块概述

基于海南省道路运政系统、海南省港航一体化服务平台，进行“零关税”进口交通工

具，在道路运输证办理时，车辆和船舶的属性修改，需要增加“零关税”字段标识。



进口企业登记注册备案业务流程图

1.1.2.5.3.2 功能设计

进口企业登记注册备案功能图

 升级改造省运政系统、省港航一体化平台

该功能主要内容：

￭ 省运政系统改造：在所有的涉及到车辆信息的客运、普货、危货、出租等车辆新

增环节，增加“零关税”字段标识。

￭ 省港航一体化平台改造：当企业申报“零关税”船舶营运资格时，在现行审批、

船舶营运资格行政审批事项基础上，核发“零关税”船舶所有权证书环节，增加“零关税”

字段标识。

 “零关税”车辆信息查询

该功能主要内容是用接口的方式定时从省运政系统获取到“零关税”的车辆信息，可



以通过车牌号进行查询，可查看车辆列表信息，点击每条车辆列表信息可查看到该车辆的

详细信息，支持查询出信息的导入导出。

 “零关税”船舶信息查询

该功能主要内容是用接口的方式定时从省港航一体化平台获取到“零关税”的船舶信

息，可以通过船舶号进行查询，可查看船舶列表信息，点击每条列表可查看到船舶的详细

信息，支持查询出信息的导入导出。

1.1.2.5.4 进口车辆监管

1.1.2.5.4.1 模块概述

通过采集港航联网售票系统的购票信息，实现对“零关税”车辆进出岛的时间和累计

时长的分析甄别，并通过省政务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实现数据共享，对“零关税”车辆进行

全天候监管，及时发现风险，推送预警信息之相关主管部门进行处置。

1.1.2.5.4.2 功能设计

其功能列表如下：

进口车辆监管功能图

 车辆进出岛数据查询

通过采集港航联网售票系统的购票信息实现对进出岛车辆实时监控，通过车牌号和车

辆进出岛时间对车辆信息进行查询，对所有进出岛的车辆情况有一个总体的把控，可查看

所有进出岛车辆列表，点击车牌号能看到该车辆此次进出岛的详细信息。

 进出岛车辆统计分析



对采集的车辆进出岛数据以图形的方式统计分析，包括近一周进出岛车辆数的趋势图；

某一天每个时间段内进出岛车辆数统计，点击图形提供钻取功能，查看进出岛车辆列表，

可查看进出岛车辆详细信息；每个车辆停留超期时间段的出岛车辆数统计，点击图形提供

钻取功能，查看出岛的车辆列表，可查看进出岛车辆详细信息；按月统计出岛超期停留的

预警车辆数。

 违规“零关税”车辆核查

对采集的车辆进出岛数据进行核查。核查出违规的车辆，填写核查人及违规的原因并

通过接口方式将有关“零关税”车辆信息推送给省政务信息共享交换平台。支持通过车牌

号和进出岛的时间来对车辆进行查询，可查看违规“零关税”车辆信息列表，点击可查看

“零关税”车辆信息详细信息。

1.1.2.5.5 进口船舶及游艇监管

1.1.2.5.5.1 模块概述

通过省政务信息交换和共享平台，实现对海关、海事、船级社、交通等部门相关信息

系统的数据采集、分析有关数据信息，在海关监管年限内，实现对“零关税”进口船舶及

游艇的全流程管理。

1.1.2.5.5.2 功能设计

其功能列表如下：

进口船舶及游艇监管功能图

 “零关税”船舶信息查询



通过社管平台获取“零关税”船舶 AIS 数据，自动判断是否属于经营内贸航线或者经

营外贸航线。并且可以查看船舶的实时位置以及近日的航线轨迹。支持通过船舶号和进出

岛的时间来对船舶进行查询，可查看船舶位置列表，点击列表可查看船舶轨迹详情。

 运营监管

系统通过采集交通部门有关经营许可审批/备案系统，识别监管对象所从事的航线类

型（国际航线/国内航线/国内外兼营航线）。系统通过设置的电子围网，结合船舶 AIS

或自主卫星定位终端定位数据，通过设定逻辑关系，能够在每一年度内判定“零关税”进

口船舶是否满足挂靠要求。如有违规信息，推送给省政务信息共享交换平台，由省政务信

息共享交换平台将相关预警信息及违规信息推送至相关市场主体、监管单位（海关、税务）。

 违规“零关税”船舶及游艇核查

对采集的船舶及游艇进出岛数据进行核查，支持通过船舶号和进出岛的时间来对船舶

进行查询。可查看船舶及游艇进出岛数据列表，点击列表可查看船舶及游艇进出岛详细信

息。核查出违规的船舶，填写核查人及违规的原因，并通过接口方式将有关“零关税”船

舶信息，推送给省政务信息共享交换平台，由省政务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将相关预警信息及

违规信息推送至相关市场主体、监管单位（海关、税务）。

1.1.2.5.6 短信预警

1.1.2.5.6.1 模块概述

“零关税”进口交通工具及游艇仅限于进口企业营运自用，并接受海口海关及海南省

交通运输厅等相关主管部门的监管。针对“零关税”进口车辆和船舶运营的要求，接入海

南省大数据管理局短信平台，在营运监管中针对即将预警信息进行短信发送。

1.1.2.5.6.2 功能设计

其功能列表如下：



短信预警功能图

 与大数据管理局短信平台对接

调用大数据管理局的短信平台接口，能进行短信发送。

 “零关税”车辆运行短信预警

统计“零关税”进口车辆往来内地的总逗留时间天数，对于每自然年度累计即将达到

120 天时，在 100 天时进行预警信息列表，点击预警信息列表可查看详细信息，经过审核

后，可发送短信预警，以期提示即将到达 120 天。

对于已经达到 120 天，进行预警信息列表，经过审核后，可发送短信告知。

 “零关税”船舶及游艇运行预警

统计“零关税”进口船舶在经营内贸航线和经营外贸航线次数，经营内贸航线的，每

年必须至少始发或经停海南自由贸易港 6个航次，经营外贸航线的，每年必须至少始发或

经停海南自由贸易港 1个航次。自定义设定统计期限，对未达到标准的进行列表显示。点

击未达到标准列表可查看详细信息，经过审核后，可发送短信预警。

对游艇偏离海南管辖水域航行的，发送短信进行预警。

1.1.2.5.7 统计分析

1.1.2.5.7.1 模块概述

实现对“零关税”的交通工具及游艇的详细信息进行查询，并从不同维度“零关税”

的交通工具及游艇的运营使用，监督管理等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展示。



1.1.2.5.7.2 功能设计

其功能列表如下：

统计分析功能图

 “零关税”车辆上牌信息查询

从公安厅对接“零关税”的车辆上牌信息数据，支持通过车牌号和上牌时间来对车辆

进行查询。可查看“零关税”的车辆上牌信息列表，点击列表可查看到车辆的详细信息。

 “零关税”报关数据查询

从海关对接“零关税”的报关数据，支持通过船舶号和报关时间来对该船舶进行查询。

可查看“零关税”的报关数据信息列表，点击列表能查看到此次报关的详细信息。

 “零关税”缴税数据查询

从海关对接“零关税”的缴税数据，包括免税和补税的数据。支持通过船舶号和缴税

时间来对该船舶进行查询。可查看“零关税”的缴税数据信息列表，点击能查看到此次缴

税的详细信息。

 “零关税”进出口数据统计

以图表的形式按照近一周、近半年的时间维度来统计进口“零关税”交通工具及游艇

的数量，点击图表能钻取到具体的明细情况；以图表的形式按照各个地市维度来统计进口

“零关税”交通工具及游艇的数量，点击图表能钻取到具体的明细情况；以图表的形式按

照车辆品牌的维度来统计进口车辆数量，点击图表能钻取到具体的车辆明细情况；以图表



的形式按照船舶品牌的维度来统计进口船舶数量，点击图表能钻取到具体的船舶明细情况；

以图表的形式统计每日进岛车辆在岛内各个地市的分布情况。点击图表能钻取到具体的车

辆明细情况。

1.1.2.5.8 大屏智能监控

1.1.2.5.8.1 模块概述

根据平台采集的“零关税”进口交通工具的数据，以物流监管平台为基础，实现对“零

关税”进口交通工具基于 GIS 地图为支撑的实时位置、轨迹、电子围栏的监控，以及基于

“零关税”进口交通工具监管的规定，进行进出岛数据统计及超期预警信息的统计展示。

1.1.2.5.8.2 功能设计

根据平台收集的“零关税”进口车辆、船舶和游艇的监控数据和其他相关平台采集的

基础数据，以 GIS 地图为基础，主要对“零关税”进口车辆、船舶和游艇进行大屏智能监

控，主要功能如下：

大屏智能监控功能图

￭ 直观的监控进出岛的所有“零关税”进口车辆的实时位置信息；

￭ 实时展示“零关税”进口车辆的出岛车辆数量等数据统计；

￭ 展示进出岛车辆的出岛时间以及在岛外滞留时长以及超期预警信息；



￭ 实时展示进口船舶、游艇的实时位置，航线轨迹；

￭ 实时展示“零关税”进口船舶的出岛船舶数量等数据统计；

￭ 实时展示“零关税”进口船舶、游艇及进出岛时间，并对其进行分析。

1.1.2.5.9 手机 APP

1.1.2.5.9.1 模块概述

为方便社会公众对“零关税”进口交通工具信息的了解和交通工具业务办理后的信息

查询，提供手机 APP 信息查询服务，进口车辆和进口船舶及游艇的监管统计信息的展示，

并将 APP 整合至海易办\海政通。

1.1.2.5.9.2 功能设计

手机 APP 端实现如下的功能：

手机 APP 功能图

1）进口主体查询。可对接收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传送过来的企业申报信息，

系统实现进口主体查询。

2）可查询“零关税”交通工具及游艇正面清单信息，可查看“零关税”交通工具及

游艇正面清单列表，点击列表 “零关税”交通工具及游艇正面清单详细信息。

3）进口企业登记注册备案查询：查询进口企业的登记备案信息可查看进口企业登录



备案列表，点击列表可查看进口企业登录备案详细信息。

4）进口车辆监管功能。对车辆进出岛时间进行比对分析统计，对进口车辆出岛停留

120 天进行预警。

5）进口船舶及游艇监管功能。对进口船舶的监管，通过社管平台获取进口船舶和游

艇的 AIS 数据，通过电子围栏、航线轨迹判断功能，对航行动态及进出岛时间进行监管。

6）统计分析。对“零关税”的进出口数据从数量、品牌、分布情况等多个维度进行

统计分析。

7）将 APP 整合至海政通 APP：实现单点登录，采用 HTMI5 页面链接的方式将面向公

众信息发布的 APP，整合至海政通 APP。

1.1.2.6 实现各模块功能的技术方案

1．进口主体查询。通过接收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传送过来的企业信息，系统

实现进口主体查询；

2．进口企业登记注册备案。升级改造省运政系统、省港航一体化平台功能，当企业

申报“零关税”车辆及游艇营运资格时，在现行审批车辆、船舶营运资格行政审批事项基

础上，在核发“零关税”车辆及游艇所有权证书环节，增加“零关税”字段标识；

3．进口车辆监管功能。对车辆进出岛时间进行比对分析统计，对进口车辆出岛停留

120 天的进行预警；

4．进口船舶及游艇监管功能。对进口船舶的监管，通过社管平台获取进口船舶和游

艇的 AIS 数据，通过电子围栏、航线轨迹判断功能，对航行动态及进出岛时间进行监管；

5．统计分析。对“零关税”的进出口数据从多个维度进行统计分析。

1.1.2.7 接口开发及系统集成

通过 API/WebService 接口技术，加以权限控制，实现本平台与其它省厅相关业务系

统的数据同步与交换。所需要对接的接口开发如下：

1.1.2.7.1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审批数据查询对接

需要获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所受理通过审批的的企业信息。

1.1.2.7.2 海南省社管平台

海南省交通运输厅通过海南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掌握船舶和游艇的 AIS 数据和自主

卫星定位终端数据并对其航行动态及进出岛时间进行实时监控。



1.1.2.7.3 海关的外贸物流监管系统

实现与海关的外贸物流监管系统对接，掌握进口交通工具的货品信息及海关同意转让

（或贷款抵押、退运出境、出口等）的企业主体及“零关税”船舶（或游艇）的相关信息。

1.1.2.7.4 海南海事局和船级社的系统

系统通过海南海事局和船级社的系统，采集“零关税”进口船舶及游艇相关信息（包

括船舶识别号、IMO 编号、船名、船籍港、船舶种类、船舶所所有人、AIS 识别码和自主

卫星定位终端相关识别信息等）。

1.1.2.7.5 省运政系统

定时从省运政系统获取到“零关税”的车辆信息，可以通过车牌号进行查询，点击可

以查看到该车辆的详细信息，支持查询出信息的导入导出。

1.1.2.7.6 省港航一体化平台

定时从省港航一体化平台获取到“零关税”的船舶信息，可以通过船舶号进行查询，

点击可以查看到船舶的详细信息，支持查询出信息的导入导出。

1.1.2.7.7 省公安厅车辆管理系统

省公安厅车管所获取“零关税”的车辆行驶证信息

1.1.2.7.8 接口开发和集成方式

本系统已明确的接口如下：

已明确的接口表

接口分类 接口名称 实现方式 功能描述

服务层接口
对外提供的接口 REST API 数据同步与数据调用

组件内部调用 API 数据同步与数据调用

本分包所建设的所有系统需集成至海南省交通运输综合业务平台一期统一框架中，实

现用户统一管理、权限分配、单点登录；APP H5 页面需集成至“交通有我”APP 中。

（2）商务要求

1、项目工期要求

合同履行期限（交付期）：3个月。建设地点：海南省海口市

2、实施要求

投标人须对项目实施的规划和步骤加以说明，投标人应做出整个项目分阶段的详细进

度计划，明晰表述各阶段项目里程碑，以及对进度完成的保证措施和补救方法。

投标人必须针对本项目提供完善的项目管理实施方案（包括项目组团队的组建方案）

和项目进度计划表。

3、安装调试要求



投标人负责合同规定的应用软件的安装、集成和联调。投标人在安装调试阶段，保证

不影响现有业务系统的正常运行。

4、验收要求

系统整体功能交付达到了全部规定要求，系统上线后稳定试运行 3个月后，通过项目

监理方认可，且在提交全部相关文档、报告、源代码等交付物的前提下，由中标方向采购

方提出项目竣工验收申请，采购人按照国家、海南省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进行验收。

5、售后服务

投标人必须提供详细的保修期内技术支持和服务方案，技术支持和服务方案（包括但

不限于）：

1）整体项目提供不少于二年的免费维护，从项目通过竣工验收起算。

2）为最终用户提供 7*24 小时技术服务热线，负责解答用户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并

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操作方法；提供 7*24 小时现场和技术支持服务，15 分钟内响

应，2小时内到达指定现场。

3）承建单位要拥有一支受过良好培训且富有经验的技术支持服务队伍，对系统运行

中可能出现的技术问题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过程中，承建单位

需解决各方面的问题并为用户创造可靠的在线业务环境。

6、培训

培训对象为项目单位的工作人员、系统管理人员。其中：

1）中层以上领导

通过培训，使领导能掌握其日常工作所用系统各功能模块的使用。

2）一般用户

本项目中各系统的使用人员。通过培训，能掌握其日常工作所用系统各功能模块的使

用。

3）系统管理人员

即在实施建设项目过程中主要参与全过程实施的各专业工程师与技术开发人员和系



统维护人员，通过培训，掌握系统的基本维护和日常管理工作，当系统出现一般性问题时，

通过培训的系统管理人员能及时解决问题，不影响系统的使用。

人员培训的目的是为了使工作人员了解、掌握本系统所涉及的各种技术和设备，更有

效和更全面地应用、管理系统。对于一般工作人员，应能灵活操作、使用本系统，对于系

统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要能够达到独立操作、分析、判断解决系统一般性问题。各项培

训的内容和目的如下：

（1）领导交流与培训

信息系统作为一把手工程，需要为各级领导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交流，使其对系统

有更深刻的认识，积极参与，并主动带头使用，促进内部工作人员不断使用本系统。领导

培训除要完成必要的使用培训外，更多的是与领导进行沟通，充分体现各级领导对系统提

出的要求，并将这种要求贯彻到系统的建设过程中。

（2）技术培训

技术人员需要对整个系统有比较深入地了解，以便能够自主完成对系统的日常维护工

作，并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在系统的标准体系框架下，丰富系统的功能。技术培训效果的

好坏直接影响未来系统的使用效果。技术培训面向负责系统运行维护的相关技术人员，重

点是平台的管理、数据库管理、软件使用及系统日常维护工作。

（3）使用培训

面向项目的全体使用者提供使用培训，由于系统使用涉及的部门众多、人员众多，业

务繁重，针对为这类人员的具体情况，可以提供若干期“大课”的形式，配合培训教材，

使其初步掌握系统的使用方法，在具体的工作中，还可以由各部门的“应用系统管理员”

言传身教，为其解决具体的操作问题。对于系统的普通用户来说，除了采用上述集中参加

培训外，最好的也是最直接的培训方法，是培养工作人员自学习的兴趣，通过本次项目建

设内容中的网上培训系统，为其提供在线的培训教程，促使其自主学习也是一种重要的手

段。

4）培训方式



培训方式采用集中培训、现场培训、发放宣传材料等相结合的方式，针对不同层次的

人员，开设不同的培训课程和确定培训方式。

（1）集中培训方式

分别针对系统管理员、系统维护人员和系统操作人员，开设集中培训课程。重点是系

统维护人员和系统操作人员，采用集中授课的方式，进行培训。

（2）现场培训方式

重点针对系统管理员，通过在现场的施工和培训，深层次地掌握系统各设备的使用、

维护、故障检修和各种日常操作等。

（3）宣传材料方式

针对平时工作繁忙的大量普通用户，可以印制宣传材料在相应的职能部门向用户发放，

促进其自学。

7、付款时间、方式及条件

根据省财政年度预算安排，具体以实际签署合同为准。初步拟定为：（1）合同分包

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甲方凭乙方开具的正式有效发票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

（2）合同分包完成阶段性工作，甲方凭乙方开具的正式有效发票，于 10 个工作日内向乙

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3）合同分包初验通过专家评审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凭乙

方开具的正式有效发票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4）合同分包通过整体竣工验收

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凭乙方开具的正式有效发票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5%。

（4）合同总金额的 5%作为质保金。竣工验收合格两年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凭乙方开

具的正式有效发票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5%。

8、其他要求

知识产权归属海南省交通运输路网监测和应急指挥保障中心所有。



海南省交通运输综合业务平台建设项目（2022）（12305 智能语音申投

诉处理系统）C 包

（1）技术要求

1.1.3 12305 智能语音申投诉处理系统

1.1.3.1 业务逻辑描述

12305 智能语音申投诉处理系统业务逻辑图



1.1.3.2 系统技术架构

12305 智能语音申投诉处理系统技术架构图

根据邮政管理的实际情况，在 AI+平台基础之上，计划为邮政管理局搭建成熟稳定的

智能客服系统，通过搭建语音客服机器人实现人机智能交互，一方面将不符合申诉条件的

申诉者转接到对应快递公司的客服热线，另一方面在非工作时间，将接收到的投诉内容自

动记录，并转换为结构化文本进行分析，解决坐席人员不足问题；通过搭建智能坐席工作

台实现申诉人与坐席对话实时转写，知识点智能推送，工单自动生成的功能，提高坐席人

员的工作效率。通过搭建外呼机器人实现自动外呼，对申诉人进行回访，根据结果自动归

类案件类型。技术架构图如上图所示。

1.1.3.3 业务场景

建成后的 12305 智能语音申投诉处理系统的主要业务流程下图所示：



12305 智能语音申投诉处理系统技术架构图

1.1.3.3.1 智能语音应答

语音客服机器人交互用语的设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邮政业用户申诉

处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按照服务要求，建设符合人机交互的逻辑的引导话术。

在业务逻辑上，按照已明确申诉受理处理的流程进行，确保和人工处理的规范、流程等保

持高度一致。

当市民拨打海南省 12305 热线进行邮政业务申诉时，由智能语音机器人接听，并进行应答。

根据申投诉业务流程，进行快递信息确认、申诉类型识别、申诉诉求记录，并与国家邮政

局邮政业消费申诉系统对接，形成工单。

1.1.3.3.2 辅助人工应答

在智能语音应答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市民问题描述不清晰或智能语音无法识别的情况

时，系统将主动转接到人工客服，由人工客服进行应答，并进行工单的手动记录。

1.1.3.3.3 智能语音回访

在智能申诉单、投诉单，按照工作规范完成处理，在国家邮政局邮政业消费申诉系统

中进行到待回访流程时，将自动触发智能外呼系统，由智能外呼自动拨打工单记录的市民

电话，对其进行处理结果满意度回访。回访内容将记录到国家邮政局邮政业消费申诉系统。

完成回访之后，邮政管理局工作人员可以操作进行结案。

1.1.3.4 坐席话务系统

1.1.3.4.1 我的工作台

我的工作台模块用于座席查看每日排班信息、待执行的联系计划、待处理的工单信息

以及座席话务量排名。

1.1.3.4.2 通话

通话用于展示座席的来去电通话记录，以及来电信息弹屏，并在座席接听电话后，作

为座席的主要操作区域，分为通话记录区、通话控制操作区、信息记录操作区三个区域。

1.1.3.4.2.1 坐席电话条

座席电话条用于座席根据需要进行状态控制及通话话务控制。



座席状态说明

座席使用账号密码登录系统后，需使用分机号进行签入。

签入后，座席默认为空闲状态，可根据需要在空闲、忙碌、休息、仅外呼四种状态间

进行状态切换，各状态说明如下：

空闲：系统默认状态，表示当前座席可以接听来电也可以拨出电话，可以进行振铃抢

答、外呼和发短信操作。

忙碌&休息：表示当前座席不便接听来电，可以进行发短信操作。

仅外呼：表示当前座席不能接听来电，仅能拨出电话，可以进行外呼、发短信操作。

一、 座席话务控制功能

 振铃抢答

当其他座席不便接听来电时，当前座席可点击“振铃抢答”，输入无法接听来电的座

席的分机号，将来电抢接至自己的座席工作台，为用户提供接待服务。

 外呼

座席可点击外呼按钮，在弹出的拨号盘中进行号码输入后点击回车或呼出按钮后呼出，

也可查看最近外呼通话记录。

 发短信

座席可点击发短信按钮，在弹出的短信弹框中，选择短信模板，支持填入多个收件人

手机号码，点击“提交”后即可对多个收件人下发短信。

 接听

当来电客户拨打服务号码并要求转人工，根据技能组排队和座席分配策略将该用户分

配至座席，将会在座席的页面顶端提示振铃，显示来电客户的客户姓名、来电号码及号码

归属地，点击“接听”按钮即可接听来电。

 挂断

座席与用户通话过程中，可点击“挂断”结束话路。

1.1.3.4.2.2 通话记录区

通话记录模块展示当前登录用户的今日以及历史所有的来去电通话记录，可点击查看

通话详情、客户信息等信息。

1.1.3.4.2.3 通话控制操作区

1.1.3.4.2.3.1.通话控制操作

在通话过程中，座席可根据需要进行“静音、保持、咨询、转接、三方、转 IVR、转



满意度”七种操作，操作说明如下：

 静音

静音功能适用于座席短时间内不能被用户听到声音同时不能被用户察觉时，静音后座

席只能单向听到用户的声音，可点击“收音”，重新让用户听到声音。

 保持

功能说明：呼叫保持指座席和用户互相听不到对方的声音而话路依然保持的功能。适

用于座席需要咨询其他话务员，不适合被用户听到，在保持状态下，用户将只听到系统预

定音乐。

操作说明：座席点击“保持”后，软电话条显示如下，点击“接回”恢复座席与用户

的正常通话。

 咨询

功能说明：咨询指座席在与用户的通话过程中，因不能解答用户的问题或其他原因,

需在与用户电话继续通路的状态下咨询其他话务员，咨询过程中，用户将只听到系统预定

音乐。

操作说明：当前座席点击“咨询”后，弹出通话咨询弹框，选择某个空闲座席，点击

“确定”。被咨询座席软电话条显示振铃，点击“接听”后，双方可进行通话。

 转接

功能说明：座席在与用户通话的过程中，因不能解答用户的问题或其他原因需要将通

话转给他人时，可以使用转接功能。

操作说明：座席点击“转接”后，弹出通话转接弹框，选择某个空闲座席，点击“确

定”，即可将通话转给被转接座席，在其软电话条显示振铃，当前座席与用户的通话挂断，

进入“整理中”状态。

 三方

功能说明：座席在与用户通话的过程中，可根据需要使用三方功能邀请其他座席加入

通话。

操作说明：座席点击“三方”后，弹出三方通话弹框，选择某个空闲座席，点击“确

定”，将对被选座席发起邀请，在其软电话条显示振铃，接听后，则可三者一起通话。

 转 IVR

功能说明：座席在与用户通话的过程中，可根据需要将座席转至已设定好的 IVR 流程

中，如“输入身份证号”“输入银行卡密码”等。

操作说明：座席点击“转 IVR”后，弹出 IVR 流程列表，座席选择后，即可将客户转



至该 IVR 流程进行后续人机交互，人机交互完成后又可继续与座席通话。

 转满意度

功能说明：座席在与用户通话的过程中，可根据需要将座席转至已设定好的满意度邀

评流程中进行后续人机交互。

操作说明：座席点击“转满意度”后，即可将客户转至满意度邀评流程中，邀请客户

进行服务满意度评价，同时，座席通话结束，进入“整理中”状态。

1.1.3.4.2.3.12AI 辅助

来电接通后，对话消息区域将实时展示座席与用户的通话文本记录，当在人工服务前

接入智能语音客服时，将同步展示该用户与语音客服的对话消息。

1.1.3.4.2.3.3 服务小结

通话结束后，座席自动进入“整理中”状态，此时不会分配新的来电给该座席，座席

需填写通话小结，包括来电原因、来电描述、处理结果、处理状态（已解决/未解决），

记录该通话来电客户的来电诉求及处理结果，通话小结提交后，座席可切换至空闲状态重

新接听新的来电。

1.1.3.4.2.4 信息记录操作区

1.1.3.4.2.4.1 客户信息

当座席接听来电后，将根据来电号码搜索展示在【客户管理-全部客户】中维护的该

客户信息，包括来电号码、联系号码、客户姓名、性别、邮箱、地区、备注。当客户首次

来电时，可新建该来电号码的客户信息或将该来电号码与已存客户信息进行绑定关联。

1.1.3.4.2.4.2 通话详情

通话详情模块用于展示来去电通话详细信息，包括客户来电轨迹、座席服务轨迹、通

话录音等。若通话中发生通话转接，被转接座席可查看该客户在上一座席的通话信息。

1.1.3.4.2.4.3 联系计划

座席通话结束后，可根据需要对客户创建二次跟进联系计划，并选定跟进人，联系计

划发布后，跟进人需根据联系计划内容对客户进行后续跟进及跟进信息记录。

1.1.3.4.2.4.4 联系历史

座席接听来电后，联系历史区域将展示该用户的历史通话记录，座席可查看该用户的

历史通话详情及座席服务结果，并可测听下载历史通话录音。



1.1.3.4.2.4.5 新建工单

可集成工单系统实现工单创建、工单处理、工单流转、工单历史记录等功能。

1.1.3.4.2.4.6 知识库

可集成知识库系统实现多种知识类型如问答知识、素材知识、富文本知识的搜索、阅

览、下载、评论等功能。

1.1.3.4.3.运营监控

运营监控模块用于管理员查看呼叫中心整体的实时话务运营情况及各技能组、座席的

实时累积工作量，管理员也可对座席执行强制操作。

呼叫中心数据概览展示该呼叫中心当前排队人数、空闲座席数、忙碌座席数、当日接

通率，便于管理人员实时查看呼叫中心当前的话务运营状态。服务号码监控用于展示各服

务号码的话务情况，包括今日来电数、今日座席已接听来电数、今日呼出数、今日呼出接

听量。

技能组监控展示各技能组座席及话务的实时情况，包括签入座席数、空闲座席数、来

电振铃数、排队人数、今日接听量。座席监控展示所有座席的实时状态、状态时长，以及

当日的话务数，包括接听总数、外呼总数、外呼接通数。

管理员可根据技能组、座席名、座席状态对所有座席进行筛选。状态包括未上线、已

上线、空闲、忙碌、休息、仅外呼、振铃中、通话中、整理中。管理员可对不同状态下的

座席执行强制操作的详情如下所示。

强制操作详情表

未上线 已上线 空闲 忙碌 休息 仅外呼 振铃中 通话中 整理中

强制置闲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强制置忙 否 否 是 否 是 是 是 否 否

强制签出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当座席处于通话状态，管理员可监听该座席与用户的通话过程，对通话座席点击“监

听”将弹出监听弹框，可查看通话座席与来电用户的实时对话消息。

管理员在监听过程中，可根据需要进行结束监听、强插、强拆操作。

1）结束监听：将结束对通话座席的监听。

2）强插：管理员可强行插入通话座席与来电用户的通话，形成三方通话，为通话座

席提供辅助指导。

3）强拆：当通话座席出现态度恶劣、服务不当等情况时，管理员可根据需要强行挂

断通话座席与用户的通话。



1.1.3.5 智能语音申投诉处理系统

1.1.3.5.1 智能导航系统（智能语音申诉系统）

1.1.3.5.1.1 语音导航系统组件架构

语音导航系统组件架构图

1.1.3.5.1.2 语音导航系统

全语音门户：当前人工话务服务内容越来越趋于复杂化、专业化，借助行业领先的语

音识别、语义理解及语音合成技术，解决部分垂直场景的复杂语音交互问题，做到用户在

首层菜单即可开放说，人机智能交互；

人机协同：用户在电话服务过程中，如遇机器人无法有效地解决客户的需求时，通常

会直接进入人工坐席，通过少量坐席人员在后端辅助机器人处理无法理解的问题，让人工

成为智能导航的第二个语义引擎。

个性化：将导航交互数据与局方开放的用户基础维度、动态属性相结合，分析用户行

为，构建丰富的标签体系，基于导航中的预设场景，为用户提供业务预判、营销推荐等个

性化服务，达到目标场景下的节约获取服务时长、提升业务办理成功率等指标。

1.1.3.5.1.3 语音导航

语音导航需要在指定的领域中使用，并需要对应行业的资源包支持，目前已广泛应用

在运营商、银行、保险和政府等行业。



1.1.3.5.1.4 系统分层架构

语音导航系统分层架构图

1.1.3.5.1.5 模块介绍

1、语音接入层

支持各上层应用的语音接入，处理各模块的适配工作。

2、导航应用层

用户接入呼叫中心系统，在 IVR 的控制下，当用户需要语音导航业务时，进入对应

业务导航。

3、导航服务层：

包括 AI+平台服务及对话流程服务。

4、AI+平台服务层

主要用来将基础的能力进行封装，并对外提供集群服务能力；

5、对话流程服务层

提供与 IVR 侧对接 http 服务，实现人机语音交互对话控制涵盖业务逻辑处理、语音

交互、识别处理等。

6、导航核心引擎层

包含核心的 AI+引擎层和对话流程引擎。

7、AI+引擎层



1） 语音识别（ASR）

识别用户与系统交互的录音，并转换成文本和其他声学信息；

2） 语音合成（TTS）

涉及声学、语言学、数字信号处理、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技术，是中文信息处理领

域的一项前沿技术，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将文字信息转化为可听的声音信息，也即“让

机器像人一样开口说话”；

3） 语义理解

理解用户说话内容对应的业务需求意图；并包含引擎定制优化系统和资源优化定制系

统，用以对语音识别效果进行调优；

4） 声纹识别

通过对说话者语音和数据库中登记的声纹作比较，对用户进行身份校验和鉴别，从而

确定该说话人是否为本人或是否为集群中的哪个人；

5） 端点检测

端点检测是对输入的音频流进行分析，确定用户说话的起始和终止的处理过程。

6） 对话流程引擎

驱动对话流程，使用户使用语音与机器交互时，机器能够进行、比较智能的应答响应，

并能够对交互对话的过程进行维持，在人机之间形成一种交流对答的互动场景。

8、基础架构层

运用多线程管理组件，增加操作系统适配，支持多种操作系统版本；分布式数据存储

系统提供安全，可靠。配置管理基础组件提供统一管理配置。

1.1.3.5.1.6 核心引擎

语音识别技术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让计算机能够“听懂”人类的语音，将语音中包含的

文字信息“提取”出来。语音识别技术是信息技术中人机交互的关键技术，目前已经在呼

叫中心、电信增值业务、企业信息化系统中有了广泛的应用。

根据局方能够提供的机器配置，提出了两套富有针对性的引擎方案，基于未加装主流

GPU 卡的主流 CPU 物理机，提供了能够发挥物理机最大性能的，效果最佳的 RNN（循环神

经网络）；同时基于加装主流 GPU 卡的物理机，提供了当前最先进的 CNN（卷积神经网络）

+RNN（循环神经网络）融合的方案，为构建高价值自助语音服务提供强大、稳定、易用的

核心动力引擎。



1.1.3.5.1.7 前端语音处理

前端语音处理指利用信号处理的方法对说话人语音进行检测、降噪等预处理，以便得

到最适合识别引擎处理的语音。主要功能包括：

1) 端点检测

端点检测是对输入的音频流进行分析，确定用户说话的起始和终止的处理过程。一旦

检测到用户开始说话，语音开始流向识别引擎，直到检测到用户说话结束。这种方式使识

别引擎在用户在说话的同时即开始进行识别处理。

2) 噪音消除

在实际应用中，背景噪声对于语音识别应用是一个现实的挑战，即便说话人处于安静

的办公室环境，在电话语音通话过程中也难以避免会有一定的噪声。语音导航系统的识别

引擎具备高效的噪音消除能力，以适应用户在千差万别的环境中应用的要求。

3) 智能打断

智能打断功能使用户可以在自助语音服务的提示语播放过程中随时说出自己的需求，

而无需等待播放结束，系统能够自动进行判断，立即停止提示语的播放，对用户的语音指

示作出响应。该功能使人机交互更加高效、快捷、自然，有助于增强客户体验。

1.1.3.5.1.8 后端识别处理

后端识别处理对说话人语音进行识别，得到最适合的结果，主要特性有：

1) 大词汇量、独立于说话人的健壮识别功能

满足大词汇量、与说话人无关的识别要求，可以支持数万条语法规模的词汇量；并能

适应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不同信道、不同终端和不同噪声环境的应用环境。

2) 置信度输出

置信度反映了识别结果的可信程度。语音识别引擎可以在返回识别结果时会携带该识

别结果的置信度，应用程序可以通过置信度的值进行分析和后续处理。

3) 多识别结果

又称多候选技术，在某些识别过程中，识别引擎可以通过置信度判决的结果向应用程

序返回满足条件的多个识别结果，而不是唯一的结果。识别系统提供了可能的识别结果列

表，并按置信度结果从高到低进行排列。在业务设计中，可以根据应用要求向用户提供这

些结果，供用户进行二次选择。通过置信度判决和多识别结果输出技术可以开发更加灵活、

更加人性化的业务流程。

4) 说话人自适应



当用户与语音识别引擎进行多次会话过程中，系统能够在线提取通话的语音特征，自

动调整识别参数，使识别效果得到持续优化。

5) 多槽识别

语音识别的槽（Slot）代表一个关键字，即在一次会话过程中可以识别说话人语音中

包含的多个关键字，这可以提高语音识别应用的效率，增强用户体验。

6) DTMF 识别

DTMF（Dual Tone Multi-Frequency），即双音多频。配合语法设计，语音导航系统

引擎可以识别用户进行电话按键产生的 DTMF 信号，并向应用程序返回按键识别结果。

1.1.3.5.1.9 语义系统

随着客服产品的推广应用，发现每上线一个项目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来做一些重复

性的优化工作，而且语义效果的优化也依赖专业人员，加大了人力、财力的投入，亟需一

个通用的语言交互平台：一方面能够进行语义资源的积累，新上线项目直接利用已积累的

资源快速定制来满足项目需求，另一方面需要提供语义资源的管理、优化及测试系统，降

低效果优化对专业人才的依赖。

1.1.3.5.1.10 语义解析服务

语义解析服务将引擎调度及 PK 机制等功能移入核心语言交互引擎中，核心引擎对外

提供统一的语义入口，方便后续的语义功能的维护及升级。

语义解析服务的主要功能如下：

1）实现残缺意图关键语义抽取、基于上下文信息的语义理解，实现多轮人机互动机

制；

2）针对模糊语义，实现语义结果多候选，结果支持可信、模糊及拒识三种置信策略；

3）更为完善和有效的知识库体系，并建立持续积累的支撑语义理解和智能问答的效

果优化机制；

4）支持特殊输入的智能化处理，包括全局命令词、字符表情、错别字、敏感词、拼

音、乱码等输入，优化用户体验。

1.1.3.5.1.11 语义知识管理系统

语义管理模块的作用管理业务知识库，为智能搜索提供知识支持。主要实现的功能是

知识的录入、审核、发布、修改、移动、删除，定制化各类知识录入模板，知识维度管理，

知识自动关联、人机知识检索界面等功能。



1.1.3.5.1.12 模板定制功能

实现可根据业务特点，在总结相似业务知识文档格式的基础上，确定该类业务的模板

格式、模板元素，定制一般业务知识、通知公告等各类录入模板。

1.1.3.5.1.13 知识操作功能

知识管理人员可通过此功能维护知识库，主要功能包括：

1）新增知识文档

在添加业务知识的时候，首先选择相应的模板，按照模板规定的格式添加内容。根据

文档的使用范围，可按部门、业务组、个人进行增删改查的权限设定，例如知识录入人员

和客服代表可以浏览模板生成的知识文档。设置文档相关的维度属性，对文档内容进行编

辑，添加文档内容的问题、问法，形成适合各渠道的发布内容。

修改知识文档：修改模板生成的知识文档内容，问题及相关维度属性。

过期知识文档：对过期的知识文档进行自动归档。

移动知识文档：将知识文档从一个知识库目录移动到另一个目录中。

删除知识文档：删除知识库中的知识文档。

1.1.3.5.1.14 知识批量导入功能

对特定类知识，指定相关的导入模版，进行知识导入、修改操作，例如网点信息、自

助机具信息的导入。

1.1.3.5.1.15 词库管理功能

词典库是客户咨询理解和精准检索的重要基础。词典库中包含大量的通用词汇、专业

术语、特殊错别字（ 我想“册除”、“彩令”帐号 ）、敏感词、拼音、近义词等内容。

这些词汇需要进行不断的扩充，不断增强咨询理解能力、搜索精度。

系统初始化时需要提供所需的基础词典库，包含大量的通用词汇、专业术语、特殊错

别字、敏感词、拼音、近义词等内容。

1.1.3.5.1.16 对话管理平台

现有对话系统在对话的管理或配置上，对于整个人机对话走向缺乏可视化的管理。在

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对于复杂多轮对话，往往很难准确识别到对话的意图，或是无法获取

到对话需要的关键信息。在多轮对话中意图转换时，无法形成有效管控。同时，对不同的

业务场景或业务渠道，无法在整体流程复用的基础上，做到某个节点个性化交互配置。

除此之外，现有的对话管理系统对于对话中使用到的音频、接口、参数等没有统一的

管理，无法把对话用到的相关业务资源有效沉淀。



针对以上情况，建立了一套针对人工智能多轮对话的可视化的管理方法及系统，同时

制定一套人机多轮对话控制的图形表示标准，从而使得人机对话控制更高效灵活。

1.1.3.5.1.16.1 平台工作原理

对话管理平台工作原理图

1）语音识别，根据语音识别传入类型判断，如果是识别，则调用识别引擎，获取识

别文本，如果是按键，则直接使用按键值。

2）将识别或按键值和基本参数通过接口传入中枢系统。

3）根据输入类型判断，如果是识别文本，则调用语义引擎，如果是按键，则此步骤

省略。

4）根据通话唯一标识获取上下文数据，如果电话是刚接入的，则将基础信息写到缓

存中，如果是交互过程中，则从缓存中获取上下文数据；业务流程中需要用到一些用户的

基础信息，如归属地，是否欠费等信息，可以在用户电话接入时获取，后续交互过程中直

接使用，提高效率及配置简单化。

5）流程引擎，负责缺槽处理，流程执行，异常处理。

6）流程中需要调用外部系统时，通过任务调度引擎和外部系统交互。

7）标准调度接口：对话管理系统提供和三方接口标准协议，如咨询类问题获取答案。

扩展调度接口：由于不同的业务系统提供的接口不同，请求类型及参数，返回值不能统一，

通过扩展调度接口，可以对业务接口封装，让其满足对话管理系统的要求，从而使用户只

需要关注流程配置。

8）通过业务配置和外部系统获取的数据整合，返回组织好的提示音或操作指令，并

转化成各渠道识别的返回类型。



1.1.3.5.2 智能外呼回访系统

1.1.3.5.2.1 概述

智能语音外呼回访系统，又称 AIOBS（AI Outbound System）智能外呼系统（以下简

称 AIOBS），是通过应用语音识别、语音合成、语义理解等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实现由机

器基于预设话术对指定客群发起批量外呼的平台系统，旨在为热线办节省大量的时间及人

力成本。

AIOBS 系统提供呼前、呼中、呼后全流程的外呼解决方案。

呼前：系统提供可视化流程配置界面，支持热线运营人员根据外呼业务需求灵活配置

机器人话术及对应的用户意图、发音人播报音色等。

呼中：通过领先的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理解技术，准确地理解用户意图，精准选择话

术进行回答；同时支持对外呼通话实时监控，灵活控制外呼进度。

呼后：系统能够自动对外呼结果进行标记分类，辅助热线运营人员进行下一步跟进，

从而实现提升外呼回访的效率。

系统架构图

智能语音外呼回访系统架构图

智能外呼系统由四大部分组成，分别是用于接入外呼服务的接入适配层，提供外呼可

视化配置及外呼任务发起、任务管理、知识库管理等的应用层，提供底层核心能力的能力

层以及保存外呼流程相关数据及外呼通话数据的数据层。其中，智能外呼接入系统简化客

户环境与外呼系统的对接，可在小时级别内完成与已有呼叫中心、SIP 中继、E1 中继对接。



1.接入适配

（1）Mrcp 接入服务：外呼系统通过 Mrcpv2 协议进行语音流的适配，包含外呼过程

中合成以及识别等语音流与系统的交互。

（2）http 接入服务：使用 http 协议进行外呼前端页面产生的用户操作数据如流程

数据、外呼任务数据等与外呼系统服务器的传递。

（3）接口适配：外呼系统自主研发接口服务平台，实现与第三方平台的数据（如用

户号码信息、信用卡信息等）对接。在外呼系统上调用接口时，需要在接口服务平台进行

接口开发以及接口审核；审核上线通过后，才可以在流程配置中使用该接口。

（4）接入鉴权：UAP（统一权限管理系统），实现对用户权限的管理。

2.应用层

（1）任务管理：系统支持通过接口控制以及页面自定义配置两种方式任务发起方式。

外呼任务需配置的字段信息包括本次任务外呼流程、任务呼叫的周期及时间段、主叫号码、

被叫用户名单，以及当呼叫失败后（如未接听以及用户关机等情况）重复呼叫的次数以及

每次呼叫间隔时长。

（2）流程可视化配置：系统支持可视化的流程配置。运营人员可以在外呼界面灵活

配置流程节点内容，以及流程节点对应的提示音、语义资源以及接口内容等。目前，AIOBS

系统内置了常见的话术流程模板，运营人员可根据业务需要对模板流程进行复制、修改。

（3）知识库管理：支持在外呼系统中直接创建和编辑知识库，实时优化语义效果。

同时内置了外呼基础语义资源（包括外呼场景共用场景和词典等）供场景搭建时直接复用。

（4）任务监控：在外呼的过程中，可对外呼的任务运营指标进行实时的监控，查看

外呼任务进度、呼通量等，以便于灵活控制外呼任务进度。

（5）任务报表：在外呼结束后，支持运营人员查看外呼任务总体数据，并导出外呼

运营报表。此外，系统支持查看外呼过程中的人机交互文本，并支持外呼录音的测听和导

出。

（6）统一认证：在用户权限控制模块，对接 UAP（统一权限管理系统），实现对用

户账户密码管理及用户权限配置。系统提供主账号、子账号两种权限角色，其中，主账号

拥有所有子账号的数据权限，并可以配置子账号的系统菜单和数据。主账号可查看及操作

当前系统内所有数据信息，而子账号只能够查看当前账号所操作内容及被分配的菜单选项。

3.能力层

（1）AI+平台：智能外呼系统集成了 AI+能力平台的核心语音能力。AI+能力平台负

责提供外呼交互所需要的语音识别、合成、语义理解等核心能力。



（2）对话处理引擎：将外呼可视化界面配置的流程信息转换成 XML 文档，并将解析

后的 XML 文档与识别进行交互，实现外呼过程中对话流程控制。

4.数据层

（1）运行数据：外呼任务执行后产生的通话与交互数据，这部分数据可通过外呼系

统转存至第三方存储系统中。

（2）持久数据：外呼系统配置的数据内容，包括外呼流程数据、系统配置数据等内

容。该部分数据保存在数据库中，支持 Mysql 和 Oracle 两种数据库。

1.1.3.5.2.1.2 功能优势

外呼任务高效发起与管理

系统提供外呼任务可视化维护应用——外呼任务管理平台，运营人员可以通过外呼任

务管理平台高效地发起外呼任务、监控任务过程以及任务结果分析。

外呼任务发起

外呼任务发起模块，可通过管理平台配置外呼流程、节点语义、外呼名单、以及外呼

执行时段等。配置完成后，任务进入待办列表中，点击执行按钮后系统立即执行任务，发

起外呼。

外呼任务管理

运营人员可实时监控外呼任务的进度及状态，判断外呼任务执行的质量，若外呼执行

过程中，出现呼通率过低等情况，可以及时暂停任务，暂停后将停止进行外呼并将任务移

动至待办。点击任务名称后重新进入任务编辑，重新选择任务发起时间等再点击恢复按钮

即可恢复暂停中的外呼任务。

外呼结果分析

运营人员可通过外呼任务列表分析已执行完成的任务，分析方式包括报表和测听。报

表模块可从任务维度及通话维度进行分析，展示外呼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指标，如外呼呼通

率，呼通时长等信息，同时报表也支持导出。此外，运营人员还可以测听交互音频，分析

用户说法，为识别及语义资源优化提供支撑。

外呼流程的快速创建

智能外呼系统支持可视化配置流程，运营人员可在系统界面上对流程节点进行增删改

查，配置节点内容。节点配置完后，系统提供流程自测功能，保障流程可用性；在流程上

线时，系统自动校验当前流程是否完整，包括流程节点信息是否完整，流程是否完整等。

此外，系统除了提供外呼流程自动校验外，还提供流程测试功能，用户可在线对外呼流程



逻辑进行文本测试。流程上线后，运营人员即可实时在创建任务时使用新创建的流程，整

个过程高效便捷。

 可视化配置

提供前端界面供用户进行配置，设置放音节点以及识别判断节点，运营人员通过对两

类节点控件进行增删改查，快速新建外呼流程。

 节点参数化配置

支持流程节点控件的参数化配置，放音节点可配置合成文本、模板音、提示音三种放

音类型，也可以对超时和拒识话术进行配置；识别判断节点可选择语义标准问、配置 KWS

关键词；同时支持与第三方系统对接，在系统上配置转人工、短信下发、调用接口等。

 支持流程测试

流程配置完成后，支持流程的在线测试，测试方式为两种：（1）应用自检测，应用

会根据流程配置的必填项进行自检测，包含流程的内容是否完整，流程的所有分支是不是

都走向挂断或者转人工，如果无法通过自检测，会提示对应错误信息，且流程无法上线；

（2）提供前端文本对话功能，运营人员通过文本测试模块输入文本内容，模拟用户与系

统交互，验证外呼流程的逻辑。

 支持流程热加载上线

流程配置完成并测试通过后，可以进行流程上线；系统将流程热加载至流程引擎上，

无需重启系统，即可高效完成流程上线。

1.1.3.5.2.1.3 核心功能设计

数据指标展示功能定制开发

系统首页为用户提供当前系统中所有任务的指标信息以及指标概览，用户可选择要查

询的任务以及时间段。

数据展示模块主要展示了当前任务下的一些重要数据指标，其中包括总通数、呼通数、

总通话时长、平均通话时长、完成量、完成效率等。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要展示的任务以

及具体某个时间段内的任务数据指标。

数据概览部分通过折线图展示了所有任务在某个时间段内的数据变化情况，用户可自

定义要查看的数据。

话术流程管理功能模块定制开发

话术流程模块主要用于对话术及流程逻辑进行管理，包含已创建话术的列表查看，可

视化创建话术等。



创建话术

创建话术模块提供了可视化创建话术，运营人员只需要在页面上拉通流程，配置每个

节点的属性，即可完成话术的创建。

节点类型分为蓝色节点、橙色节点和绿色节点。

其中蓝色节点为系统放音节点，橙色为判断节点，绿色为接口节点。运营人员可以通

过简单的脑图形式实现话术流程的拉通。流程配置支持选择节点的复制粘贴，节省了类似

流程配置的工作量。

用户可通过双击放音节点进入节点属性配置界面，在节点属性配置界面，可对放音节

点及判断节点的具体信息进行详细的配置。

运营人员可以设置常规提示音、静音提示音（即用户超时提示音）及系统拒识提示音。

可以根据需要添加多个自定义提示音，以实现话术的多样化。同时还可以设置短信发送，

上下文开启及设置打断的功能。

判断节点支持语义识别、关键词匹配双方式。用户可以在资源中心中配置 BOT 以外，

还可以在话术判断节点中直接创建或复用意图的入口，使得外呼话术配置更加便捷。

判断节点页面中用户可以通过【新增意图】直接添加需要的意图及对应的用户说法。

同时用户也可以通过新增的【意图库】入口，选择复用系统内置的行业知识库意图资源或

系统历史搭建的意图资源。若用户说法内容与设置的意图内用户说法相匹配，则话术将沿

着该节点设置的流程推进。

关键词匹配需要提前预置需要的关键词信息。若用户说法中如匹配到该判断节点设置

的关键词，则话术将沿着该节点设置的流程推进。

在判断节点还可以设置意向标签。即话术匹配到设置的知识点时所要打上的用户标签。

如“非本人”“有意向”等。意向标签可以在话术创建时自定义设置，也可以直接沿用系

统已有的标签信息。

创建完毕后，话术需要上线才能够在任务中进行使用，在话术上线前，提供系统自动

校验和用户文本自测两种方式对流程进行验证，确保话术上线后完整、可用。

话术列表

话术列表提供已创建话术的管理功能，运营人员可对已创建的话术进行增删改查等操

作，另外可以将话术设置为话术模板以满足后续业务的资源复用。

话术模板

话术列表中内置了多个业务场景的精品话术模板，用户也可以将自己创建的话术转化



成模板供后期复用。其中，系统内置的话术模板不可编辑，用户自行转换的模板可以自定

义编辑。如创建话术时需要复用模板，点击复制到我的话术即可。

回收站

用户删除后的话术可以在回收站里找到，并可以在回收站中恢复或者彻底删除对应的

话术。

回访任务管理

回访任务中心主要用于任务的管理，包含了任务的创建，已创建任务的查看，编辑，

删除等操作，也可以在任务中心中查看具体任务的详细数据。

创建任务

创建任务模块主要用于对任务进行配置，包含了任务的一些基本信息，流程信息，名

单配置，任务周期的配置，二次外呼策略设置等。

任务列表

任务列表用于管理任务，包含对任务查看、修改、删除等操作。

任务列表用于监控任务的执行情况，可查看任务当前进度，任务状态等信息。任务状

态具体如下：

1）待办：待办状态指任务已经创建完成，但是还未开始执行。

2）执行中：执行中状态指任务当前正在执行，且还未执行完毕。

3）已完结：已完结状态指任务已经执行完毕，或者任务还未执行完毕但是任务执行

周期已过，又或者是任务尚未执行完毕，但是系统管理员终止任务的执行。

4）已删除：已删除状态指系统管理员将任务删除。已删除状态下删除任务，将彻底

删除任务且无法恢复。

任务监控

 任务详情展示

从任务列表中点击对应任务可进入任务详情展示界面，对执行中和已完结的任务进行

监控，任务监控可监控当前任务的进度，任务执行信息等

任务监控可以监控任务的一些基础数据，包含了所监控任务的名单总数，进度，呼通

率，完成量，完成率，呼出通数，呼通量等信息，使用方块以及对比的形式使得数据看起

来更加直观。

此外，任务监控还可以对呼叫失败的数据进行统计，使用环形图展示呼叫失败的原因

及每个原因的占比，用户可根据环形图分析任务是否合理等，从而更好的配置任务。



任务报表针对已完结的任务查看详细的数据，包含了通话数据，以及每通通话的交互

数据，并可将数据导出为 Excel 表格。

 任务分析

任务分析模块针对当前任务的数据进行分析，以及对未接通情况和占比进行展示，直

观地展现当前任务的数据情况。

 通话分析

通话分析根据通话维度展示当前任务的情况，可查看每通通话的呼出状态及意向标签。

用户通过呼出状态及意向标签的筛选，可精准定位二次外呼客群。此外，还能够在该界面

选择重新呼出，通话分析中测听用户说话的声音以及下载整通通话的录音内容，导出通话

报表，名单等。

系统维护设置

系统维护部分主要用于维护任务配置时的音库、显示号码、接口、知识点、话术、关

键词。

音库

智能外呼系统支持合成音、录音、录音+合成三种语音提供方式。使用录音+合成时，

当一句话中存在变量信息，如“请问您是 xx 吗？”，则其中无动态变量的“请问您是”

及“吗”采用录音的方式，动态部分“xx”为合成，合成技术将合成和录音进行无缝拼接，

确保语音自然、流畅。音库模块提供模板音的音频文本批量上传、资源制作以及在线验证。

使用录音+合成方式时，需确认服务器已上传对应的发音人音库资源并确认发音人的 VID

编号。

知识点

外呼系统直接进行知识库管理。在资源中心中搭建对应的语义机器人，训练后点击同

步即可在流程配置界面找到对应的知识点。

接口

接口维护主要用于对话术中需要涉及的接口的增删改查，测试及上线。在接口维护页

面中上传接接口资源文件，对接口文件格式进行校验通过后，即可在系统上生成接口资源，

可对已上传的接口进行测试，通过手动输入参数的方式，检验接口是否能够获取到相应的

资源。测试后的接口可进行上线，上线后的接口在话术配置过程可直接使用。例如话术中

常涉及到的身份证后四位验证、姓名验证、生日验证等接口资源，均可在此模块进行维护。



话术

针对话术录音，需上传对应的录音文件，系统提供手动逐一上传和批量模板上传两种

方式。在上传录音文件时，需确认接入平台支持的音频格式以确保外呼时能成功放音。如

外呼接入平台推荐使用 16k，16bit wav 格式的音频。

关键词

关键词模块用于在系统内提前预置好关键词资源。通过与、或、非组合进行关键词内

容设置，根据规则，在通话过程中匹配用户说话内容。编辑好的关键词信息可以在话术配

置时直接选取，也可以将话术中配置的关键词信息同步更新到系统维护的【关键词内容配

置】模块中。

系统自定义

可在系统自定义配置中根据需要自定义打开或隐藏相关功能。不常用的功能用户可以

选择关闭不展示。当用户想要再次使用该功能时，可以在系统自定义中将其再次打开。例

如用户不需要使用“合成内容音量调节”时，可以选择将其关闭不展示。

资源中心管理

资源中心模块用于管理知识库信息，新建或编辑语义机器人，增加意图及对应拓展问、

进行语义优化等。运营人员通过在资源中心创建需要的意图，语义机器人 BOT，并同步到

流程配置中，可以使话术流程具备理解用户说话的能力。知识管理共分为机器人、知识库

两大模块。

语义机器人

语义机器人又称 BOT。一个 BOT 相当于一个机器人的大脑，用于赋能所需要的业务流

程，给与业务流程的判断节点语义理解能力。机器人模块中已经内置了部分可复用的外呼

场景资源。业务人员可以根据不同的服务场景创建不同的 BOT。

知识库

知识库分为意图和词典两个子模块。用于存放基础语义场景，通用语义词典等；也用

于新增及编辑搭建的流程所涉及到的新的语义场景及词典。

 意图模块

意图是指一个业务相对规范的标准问法，也就是外呼场景中常说的“知识点”。比如

“肯定”是个意图，此意图对应的用户常见说法会有“对的”“是的”；又比如“联系方

式”是一个意图，常见说法会有“怎么联系你们”“联系方式是什么”等。

 词典模块



言词典分为业务词典和通用词典，词典越丰富，优化分词、匹配结果的效果会越好。

快速外呼

快速外呼模块最多支持录入五个用户信息进行快速外呼操作。在流程选择中选择已上

线的流程即可，无须在任务中心导入模板发起呼叫任务，用户模板信息中除电话号码为必

填项以外，其余为选填。此功能多用于运营人员在搭建话术后想进行快速小批量外呼测试

的情况。

1.1.3.6 接口开发及系统集成

1.1.3.6.1 基于 MRCP 协议的集成方案

媒体资源控制协议(Media Resource Control Protocol，MRCP)是由 Cisco、Nuance

等 公 司 联 合 开 发 的 网 络 协 议 ， 该 协 议 由 IETF 作 为 Internet 草 案 发 布

(draft-shanmugham-mrcp-07)。该协议为那些需要进行语音处理的客户端提供了一种通过

网络来控制媒体处理资源(如 ASR、TTS 引擎等)的机制。该协议在设计之初就考虑了可以

在将来得到扩展以支持声纹鉴别和身份识别(Speaker Identification/Speaker

Verification)等功能。

MRCP 协议定义了控制媒体处理资源所必需的请求(Request)、应答(Response)和事件

(Event)等消息。MRCP 协议也为每一种资源定义了状态机，为每一个请求和服务器事件定

义了所需的状态转换。MRCP 关注的焦点在于控制那些进行媒体流处理的资源(如 ASR、TTS)，

以及如何与这些资源之间进行通讯。

MRCP 协议不能独立工作，它依赖于 RTSP(Real Time Streaming Protocol)作为载体

在客户端与服务器端之间建立会话连接。而语音媒体数据则通过 RTP(Real Time

Transport Protocol)协议连接传送给语音应用服务器。

典型的基于 MRCP 的分布式语音应用系统采用 C/S 架构，由客户端发出媒体流处理请

求，服务器端则利用媒体处理资源(ASR/TTS)来处理或生成媒体流，并将相应的处理结果

返回给客户端。这样客户端就可以通过 MRCP 协议来通过网络分布式地控制服务器端的媒

体处理资源。

随着 MRCP 协议的不断推广与应用，各语音技术厂商在实践与部署过程中碰到了各种

各样的问题。为此，IESG(The Internet Engineering Steering Group)于 2002 年特许成

立了 Speechsc 工作组，专门负责起草更加完善高效的支持分布式语音资源处理的开放协

议。在 Speechsc 工作组的努力下，改进后的 MRCPv2(draft-ietf-speechsc-mrcpv2-09)



很快应运而生了。MRCPv2 的消息格式和资源状态机等都建立在 MRCP 协议版本 1的基础之

上，它完全兼容 W3C 的 SSML、SRGS、NLSML 标准。与 MRCPv1 不同的是 MRCPv2 消息不再依

赖 RTSP 作为载体，而是作为独立的消息进行传输，但是它仍依赖于会话管理协议，如

SIP(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协议，来在客户端与服务器端之间建立控制会话。

在 MRCP 标准日趋成熟的情况下，即根据最新的 MRCPv2 草案实现了新一代的语音服务

平台。内部集成了语音识别、合成引擎，对外则按标准规范提供了访问接口。产品的网络

结构图如下：

网络构造图

1.1.3.6.1.1 MRCP 协议交互流程

MRCP 采用的是经典的 C-S 结构，以下是一个语音识别的典型的交互流程图



MRCP 协议交互流程图

1、MRCP Client 发送 INVITE 消息给 MRCP Server 请求建立会话，携带 MRCP Client

侧的 SDP。

2、MRCP Server 回复 200 表示请求已经成功接收处理，携带 MRCP Server 侧的 SDP。

3、MRCP Client 随后发送 ACK 消息证实 200 消息已经收到，至此一个 SIP 会话成功

建立；

4、MRCP Client 发送 RECOGNIZE 消息给 MRCP Server,请求语音识别，按照 MRCP 协议

规定的格式携带相关的语音识别控制消息头，并且指定语法路径文件；

5、MRCP Server 接收 RECOGNIZE 请求，编译语法文件，回复 200 消息给 MRCP Client，

此时两侧进入识别中状态；

6、MRCP Client 此时根据之前协商好的 SDP，开始源源不断的发送 RTP 语音流给 MRCP

Server；

7、MRCP Server 接收 RTP 语音流，当检测到用户开始说话时，发送 START-OF-INPUT

事件；

8、MRCP Server 根据语法文件定义得到识别结果时，通过 RECOGNITION-COMPLTETE

事件返回识别结果，两侧进入识别完状态；

9、MRCP Client 发送 BYE 消息给 MRCP Server 结束会话；



10、MRSCP Server 发送 200 消息给 MRCP Client 确认结束。

11、MRCP Client 通过上述交互获得 MRCP Server 提供的一次完整语音识别能力。

1.1.3.6.1.2 对接时涉及到的配置文件

对接的前提条件是根据安装配置指导书，已经完成了配置，各个进程已经正常启动，

内部测试已经拉通。对端的业务进程正常运行，内部的联通性测试已通过。

对接时，主要涉及到的文件和配置项如下：

对接时涉及到的配置文件表

配置文件 配置项说明 配置项与参数 说 明

mrm.cfg

代理方式 is_adaptor= true 与第三方对接的方式为：代理

重定向方式
is_adaptor=

false
与第三方对接的方式为：重定向

Option 消息带

sdp 设置
has_sdp = true

Option 消息是否带 sdp 设置

1.值为 false 则不带 sdp 设置，

值为 true 则会发送 sdp 消息。

2.与 Genesys 对接中，option 消

息中必须带 sdp 消息，否则平台

会认为连接已断开，不再发送 sip

消息过来。

3.其他厂家的需要协调一致。

对外提供服务

的端口
port = 6050

MRM 对外的缺省端口号,需要将端

口号告知第三方。

MRCP 的传输协

议

transport_type =

UDP

我司平台支持 TCP 和 UDP 两种协

议，

1.使用哪种协议，双方要协调一

致.

2.与配置文件 mrm.cfg 的

transport_type 一致

mrs.cfg

对外提供服务

的端口
port = 5060 业务对外服务的接口

MRCP 的传输协

议

transport_type =

UDP

支持 TCP 和 UDP 两种协议：

1.双方要协调一致。

2.与配置文件 mrm.cfg 的

transport_type 一致。

发包大小
packet_size =

1600

1.双方要协商一致。

2.版本中，有 Genesys、Awaya 和

ZTE 三个文件夹，对应的是各自厂

商的配置文件，将配置文件拷贝

出来放到 cfg 这个目录下，在此

基础上做修改，其中华为和思科

使用的是cfg目录下的配置文件。

发包率 data_flow = 8000 1.双方要协商一致

generic.xml xml的编码格式
siegn_result_enc

oding

1、在 generic.xml 中获取平台信

息，即查看对接的是哪个平台；

（siegn_platform_selection 字

段）

2、修改对应平台的编码格式。



（siegn_result_encoding 字段）

3、若语法文件中配置了

siegn_result_encoding，则以语

法文件中配置的为准。配置格式

为：<meta name=”

siegn_result_encoding”

content=”utf-8” />

v2-asr.mrcp
语法文件的路

径

1.ahlt_ats.grxml 这个文件的路

径要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2.将此文件的路径告知对方。

3.将该文件执行 dos2unix，否则

可能会报错.

1.1.3.6.2 集成实施方案

根据本系统集成服务内容，通过以下方法实现各系统集成工作。

1.系统软件与硬件系统集成

 根据支撑体系集成要求，定义各类应用标准（接口规范、数据规范等）、各类应

用支撑标准；

 各应用子系统开发设计时，根据应用标准要求，调用各标准接口，实现平台各项

应用；

 根据系统部署要求，安装部署各类软硬件，实现系统软件与硬件系统集成。

2.参与中心机房、网络、安全、主机存储、数据库、应用中间件、备份软件、应用软

件等总体集成及联调工作。

3.完成平台与业务系统的联调测试

 根据数据集成要求，统一数据模型、结构、编码、接口；

 根据支撑体系集成要求，定义各类应用标准，提供各标准接口文档给第三方相关

厂商；

 制定联调测试进度计划，开发设计接口；

 根据系统功能部署要求，安装部署各接口，进行联调测试，并测试成功。

4.提出基础软硬件平台的局部调整并优化系统要求

 根据支撑体系集成要求，制定平台各子系统功能标准；

 根据支撑体系集成要求，对本系统的各软硬件功能模块进行运维集成；

 根据运维结果、系统运行结果及系统扩展要求，提出系统调整及优化的要求；

 最后进行系统调整和优化。

1.1.3.6.3 软件系统集成

智能语音申投诉处理系统建设以后，会涉及到对其他业务单元以及下属县区的赋能共



享，因此在本系统建设过程中，需要从集成、开放的角度充分考虑，将不同的软件产品按

系统设计的要求集成起来，把各个异构系统整合到一起，成为为一个松耦合的、相互联系

的大智能化系统。

本系统参与的集成主要包括数据集成、应用集成和支撑体系集成。

系统集成时，主要完成以下工作内容：

 完成同各相关业务系统的集成方案设计；

 组织协调分项承建商所提供的应用软件、系统软件安装调试及验收工作；

 参与相关中心机房、网络、安全、主机存储、数据库、应用中间件、备份软件、

应用软件等集成及联调工作；

 负责本系统与对接业务系统的联调测试；

 对基础软硬件平台的提出局部调整并优化要求。

1.1.3.6.4 应用软件集成

应用集成是指应用软件及业务软件的集成，它实现应用软件逻辑上的统一和整合，实

现不同的应用系统之间的互操作，实现不同系统功能和信息共享。应用集成是本系统的重

要任务之一，需要对各子系统的技术架构和数据格式有一个明确的规范，并能够用 SOA

的理念，通过 Web Service 接口，采用 XML 数据格式，对各应用进行集成。

目前网络的高速发展，分布式系统的日益流行，大量异构网络及各计算机厂商推出的

软硬件产品造成在分布式系统的各层次，乃至不同的网络体系结构上都广泛存在着互操作

问题，分布式操作和应用接口的异构性严重影响了系统间的互操作性。要实现在异构环境

下的应用交互，实现系统在应用层的集成显得尤为关键。

针对本系统，应用集成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各厂商所提供的应用软件、系统软件，并联调通过；

 集成数据库、应用中间件、备份软件、应用软件等及其运行所需要的网络、安全、

主机存储等设备，并联调通过；

 集成第三方系统，并联调通过；

 完成中心机房、主机及操作系统、存储系统的建设和实施，并且联调通过，能够

高质量的为本系统软件提供服务；

 集成以上与本系统系统运行相关的各子系统，保证应用软件系统能在基础软硬件

环境上顺利运行；

 提出基础软硬件平台的局部调整并优化系统要求。

本系统主要采用目前流行的 Java、J2EE、Docker 等技术，统一选用基于 J2EE 的构



件式集成开发应用平台开发各个应用系统。实现各应用系统间的互操作性，各公用模块的

可移植性，各应用系统接口的可参数化。通过应用集成后，在各个服务渠道实现身份识别、

信息读取等功能，提供统一内容服务、统一数据服务、统一控制服务、统一业务服务、统

一安全管理服务等。

1.1.3.6.4.1 系统集成接口视图

系统集成接口视图

软件系统分为展现层、业务服务层、标准服务层、AI 能力层、接入层、基础数据层，

详细介绍如下：

展现层：包括坐席端、配置管理系统、运营管理系统几部分。坐席端是 B/S 架构的

JS 插件，配置管理系统是 WEB 端的 MIS 管理系统。

业务服务层：服务层封装通过监听 redis 队列，获取从适配层处理完的文本和随路信

息消息，然后调用标准服务层，进行语义、质检、来电原因等业务的处理，处理完成之后

推送到界面进行展示或者由第三方通过接口获取消息进行展示。定制服务层采用 dubbo

协议，并通过 dubbox 向外提供 rest 接口。

标准服务层：标准服务曾封装对 DB、ES、Redis 存储的服务和调用能力平台语义引擎、

来电原因引擎、ISM 知识库的服务，供定制服务直接调用。标准服务层采用 dubbo 协议，

由 zookeeper 来对服务进行统一调度。

AI 能力层：AI+平台，提供实时语音转写、语义理解、知识库等 AI 核心能力。

接入层：接入层包含 IMS 和 ISA，提供对接第三方语音平台接入能力，包含通过 IMS



的标准 MRCP 方式接入音频流，和提供 ISA 的 sdk 供第三方进行调用来接入语音两种方式。

基础数据层：提供存储能力，MySql 数据库用于存储系统的配置信息和人员账号信息、

Redis 作为连接标准服务层和定制服务层的桥梁，存储业务处理的中间数据。业务处理完

之后的数据存入 Es 中，为数据分析和统计提供来源。

软件架构设计时，充分考虑组件及服务的复用，各层功能清晰，主要具备以下特点：

 高度解耦：方便增减功能，从而快速适配不同局点的需求。

 高可用和负载均衡：各分层均支持分布式部署，在现场并发较大的情况下可以很

方便的通过增加机器横向拓展来让服务迅速满足现场并发需要。

 高复用性：标准服务层对接起了基础数据，并提供了对外服务，方便后续其他需

求或者系统直接对接复用。

 灵活性：系统支持处理后的业务数据的主动推送和被动获取两种不同的模式，支

持将处理后的业务数据推送到多个第三方接口地址。

 数据完备性：便于追踪数据流，方便研发定位问题和优化逻辑，也为后续挖掘用

于业务数据，统计语义资源匹配度等情况提供了数据来源。

1.1.3.6.4.2 业务数据集成

本系统上线后，应用和服务对接需要与各个系统之间实现数据交换与共享，建立一个

长期有效的互换与共享机制。通过数据集成，实现数据交换和共享是本系统的基本要求。

从技术上讲，数据集成是运用一定的技术手段将系统中的数据按一定的规则组织成为

一个逻辑上统一的整体，使用户能有效地使用统一的方式对数据进行操作。

数据集成处理的主要对象是系统核心数据库中的各类数据，在数据集成过程中，可充

分利用现有的数据库技术，并通过以上技术方式，实现本系统的数据集成，为平台加载各

项应用提供数据保障：

 统一数据模型

本系统涉及到多个业务应用系统，不同的应用系统具有不同的数据模型。不同的数据

模型之间往往是很难做到不失真的数据交互和转换，根据现在数据库技术的发展情况，建

议使用主流的关系数据模型，选用合适的关系数据库系统，如 Oracle 数据库等。有时即

使在基于同一种数据模型的不同数据库之间的数据转换都存在一定的数据类型的失配问

题，因此，在新建应用系统中，建议不但要统一关系数据库，而且需要统一数据库管理系

统；对已有应用系统，通过数据交换平台统一数据模型，进行数据转换。

 统一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是指新建应用系统的数据库表结构。本系统涉及的多个业务系统，开发的时

间、周期不一。各个分系统都有不同的厂商涉及开发，建立一个全局统一的数据库表结构

是不现实的。因此在数据集成时，要求统一的数据结构，只是针对全局通用的、主要用于

数据交换类的数据库表的统一，针对各分系统内部交易应用的数据库表结构不做要求。

 统一数据编码

各应用系统中会应用到众多的同一数据类型，为使这些数据可以在各应用系统中通用，

必须对这些数据进行统一编码。统一数据编码是指统一本系统中所使用的各类代码，特别

是各类公用类代码，有国家规范的要使用国家规范，无国家规范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本系统

所用规范。所有这类数据都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代码表，并在各分系统开发中严格执行。

 统一数据接口

本系统涉及多个业务分系统，在逻辑上每个业务分系统都有自己的数据库，相互之间

的数据交换比较频繁。为确保各分系统之间数据交换及应用交易稳定、高效完成，需要建

立统一的数据接口。

统一的数据接口是大型信息系统的一个设计关键技术。数据接口有多种方式：基于 IP

的通信包交换、基于文件的数据交换、数据库表一级的交换。不管是那一级的交换，都需

要定义接口数据的结构、格式、语义，以确保参与交换的各个子系统以统一的语义理解来

发送和接收数据。

 统一数据交换工具

数据交换是数据集成的一个重要内容，数据集成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统一数

据接口。不同系统之间进行数据交换，在统一接口的基础上，需要有一个适用于各个系统

的表达工具。目前主要使用基于扩展标记语言（XML）的数据交换工具，各分系统利用 XML

对数据源的数据进行处理，它起着接口层或者封装的作用，这样不同的应用程序之间，不

同的操作系统之间，不同的数据库之间都可以交换数据，可以解决异构数据库之间的集成

问题。

1.1.3.6.4.3 现网支撑体系集成

支撑体系包括安全体系、标准体系、运维体系。支撑体系是平台正常运行的基础保障。

根据不同支撑体系的特性，不同的支撑体系采用不同的集成方法。

 安全体系集成

安全体系涉及系统架构各个层次的所有层面，集成时要通盘考虑。安全方面涉及应用

安全、数据安全以及传输安全等各方面。安全体系集成时，需要从技术上和管理上两方面



同时集成。

技术上，遵循客户统一的技术标准，对涉及到得应用安全、数据安全和传输安全进行

规范，并通过统一监控的方式，对各部分安全进行监控，确保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并解决技

术安全漏洞。

管理上，遵循客户一些列标准规范及应用操作手册，规范各系统操作员的日常行为及

系统操作，为正常运行规范行为。

 标准体系集成

按照国家及电子政务建设具体要求，制定本系统的内部标准和各类规范，如各类应用

标准（《电子政务业务流程设计方法通用指南》、《XML 业务表示规范》、《电子公文交

换处理规范》、《电子公文存档管理规范》、《电子政务业务生成的通用技术要求》等接

口规范和数据规范）、安全标准（计算机及网络安全标准、数据备份、病毒防范等）、管

理标准（《系统工程质量验收与竣工验收规范》、GB/T19668.1-2005《信息化工程监理规

范》、业务操作规范、服务规范）等。通过对这些标准体系集成，保证项目实施的质量，

规范业务流程，确保系统的长期稳定的运行并不断改善。

 运维体系集成

运维体系集成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平台运行提供优良的技术服务，从而在各个服务窗口

提供优良服务。

运维体系集成主要体现在运维队伍、运维方式和运维内容上。

运维队伍主要是要组建一支具有快速反应、专业人员组成的队伍，能够为平台运行提

供优良服务。

运维方式主要指运维队伍为本系统提供的服务方式，可采用自动化的运维支撑工具+

人工巡检的混合模式进行；

运维内容指本系统运维所涉及到得范围，涵盖监控服务、网络维护、安全规划与管理、

硬件监控、软件维护、应急维护等在内的所有服务内容。

通过运维体系集成，为本系统提供统一技术支撑、统一系统维护。

1.1.3.6.4.4 数据分析处理完成展示对接方案

各系统采用标准化、开放的以及模块化接口进行设计。

整个系统的接口设计符合政府级数据标准化原则，政府数据标准化的建立是政府信息

化的基础工作，提高了数据的共享性，数据规范及符合政府行业标准。建立数据信息资源

的统一标准化管理主要原则包括：



1.统一标准的数据定义：减少数据定义的二义性；

2.统一标准的数据模型：该数据模型是一个全政务范围的定义库，能适跨应用、跨业

务地完整表述政府数据的统一的完整视图；

3.统一标准的存储管理：统一规划使用存储资源，提高存储资源使用效率；

4.统一标准的性能管理：根据实际政府业务需求，合理分配资源，确保对数据的访问

性能能够满足业务的需要；

5.统一标准的数据质量管理：数据管理需要通过应用标准方法论和原则，实现对有价

值的信息和数据进行完整的生命周期的管理，从而支持系统的业务。

6.其它管理：提供对数据的其他统一标准化管理，包括统一编码标准；

在本系统中，接口使用 Axis2 技术框架实现 Web Service，本接口的访问需要授权，

授权使用令牌方式，由本接口提供用户令牌，令牌的传输需要使用 MD5 加密，令牌通过

SOAPHEAD 传输。



1.1.3.7 与海南省 12345 协同方案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作方案》的

通知琼府办函〔2021〕337 号：“国家垂管部门设立的热线，保留话务座席和号码，作为

海南 12345 热线分中心，按照海南 12345 热线工作标准对外提供服务。一般性咨询由海南

12345 热线直接解答，专业性问题和需由部门办理的事项通过三方转接、派发工单等方式，

转至分中心办理。具体包括 12360、12366、12305 共 3 条热线。”

因此，本次建设的 12305 热线，需要建立与海南省 12345 系统的良好协同，包括第三

方转接、工单获取、知识共享等。

1.1.3.7.1 话务转接

在海南省 12345 对外服务的过程中，会收到市民呼入的与邮政申投诉相关的业务，海

南省 12345 话务员需要将此类通话转接到海南省 12305 热线，由 12305 热线进行接起。其

主要流程如下：

图 5-197193 话务转接流程图

第一步：市民拨打 12345 电话。

第二步：12345 接线员接起话务，根据对话内容判断为 12305 邮政申投诉相关业务，

话务员将告知市民，将会把话务转接到 12305 热线，并进行手动操作；海南省 12345 正在

规划建设智能客服，智能客服建成后，将由 12345 智能导航识别用户需求，判断需求为

12305 邮政申投诉相关业务，智能导航将告知市民，将会把话务转接到 12305 热线，并按

照配置内容进行自动操作。

第三步：12305 会接收到转接的来电，由 12305 智能导航系统，或人工客服接起进行

服务。

1.1.3.7.2 工单获取

通过获取海南省 12345 推送的工单，进行市民需求的获取。主要方式有两种：

1、通过账号登录查看。海南省 12345 工单系统创建账号，供海南省邮政管理局工作

人员使用。工作人员登录海南省 12345 工单系统，获取分配过来的邮政申投诉相关业务。



2、通过系统对接获取。海南省 12345 工单系统，与海南省邮政管理局的申投诉管理

系统对接，获取工单信息。

1.1.3.7.3 智能知识共享

海南省 12345 正在规划建设智能客服，智能客服建成后，将由 12345 智能导航识别用

户需求。12305 智能语音导航系统，可将智能化知识共享到 12345 系统，使 12345 具备智

能化应答能力。

12305 智能语音申投诉系统支持与第三方知识库同步，通过提供词集、问答、对话三

种中间表和开发接口，把第三方知识库数据同步到三个中间表中，由人工筛选后入库。让

海南省 12345 丰富智能语音导航识别能力知识库，，极大节省了开支，并提高建库效率。

具体对接方案如下：

1、确认海南省 12345 智能语音导航知识库的关键字段格式是否也是词集、问答意图

以及对话意图三项；

2、如果海南省 12345 智能语音导航知识库与海南省 12305 智能语音申投诉系统相近，

则需要 12345 智能语音导航知识库提供接口，通过接口协议进行资源导入；

3、如果两者有差异，需要由我方定制一个格式转换中间件进行资源格式转换，把

12305 智能语音申投诉系统知识数据同步到三个中间表中；

4、12305 智能语音申投诉系统知识数据同步到中间表中的数据，完成资源格式对齐

之后，通过人工筛选完成入库；

5、我方可以根据业务需要不断进行扩充和优化，12345 知识库进行定期进行资源同

步即可，无需多知识库重复维护。

1.1.3.8 与国家邮政局邮政业消费者申诉系统协同方案

话务转接流程图



一个完整的邮政业申诉处理过程，需要 12305 智能语音申投诉处理系统与国家邮政局

邮政业消费者申诉系统高度协同。

12305 智能语音申投诉处理系统作为海南省邮政局邮政业消费者申诉系统的申诉信

息受理入口，专门受理用户通过 12305 热线反馈的诉求。通过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渠

道反馈的业务，由国家邮政局邮政业消费者申诉系统直接处理。

在通过 12305 智能语音申投诉处理系统反馈诉求的过程中，智能语音申诉处理系统主

要负责来电响应、与用户交互、关键信息获取，主动回访；申诉业务管理系统主要负责信

息核实、工单登记、工单流转、进度反馈。

（2）商务要求

1、项目工期要求

合同履行期限（交付期）：12 个月。建设地点：海南省海口市

2、实施要求

投标人须对项目实施的规划和步骤加以说明，投标人应做出整个项目分阶段的详细进

度计划，明晰表述各阶段项目里程碑，以及对进度完成的保证措施和补救方法。

投标人必须针对本项目提供完善的项目管理实施方案（包括项目组团队的组建方案）

和项目进度计划表。

3、安装调试要求

投标人负责合同规定的相关设备、应用软件的现场安装、集成和联调。安装调试时所

用的工具、设备由投标人负责。

投标人在安装调试阶段，保证不影响现有业务系统的正常运行。

4、验收要求

设备、系统整体功能交付达到了全部规定要求，系统上线后稳定试运行 3个月后，通

过项目监理方认可，且在提交全部相关文档、报告、源代码等交付物的前提下，由中标方

向采购方提出项目竣工验收申请，采购人按照国家、海南省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进行验收。

5、售后服务

投标人必须提供详细的保修期内技术支持和服务方案，技术支持和服务方案（包括但



不限于）：

1）整体项目提供不少于二年的免费维护，从项目通过竣工验收起算。

2）为最终用户提供 7*24 小时技术服务热线，负责解答用户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并

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操作方法；提供 7*24 小时现场和技术支持服务，15 分钟内响

应，2小时内到达指定现场。

3）承建单位要拥有一支受过良好培训且富有经验的技术支持服务队伍，对系统运行

中可能出现的技术问题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过程中，承建单位

需解决各方面的问题并为用户创造可靠的在线业务环境。

6、培训

培训对象为项目单位的工作人员、系统管理人员。其中：

1）中层以上领导

通过培训，使领导能掌握其日常工作所用系统各功能模块的使用。

2）一般用户

本项目中各系统的使用人员。通过培训，能掌握其日常工作所用系统各功能模块的使

用。

3）系统管理人员

即在实施建设项目过程中主要参与全过程实施的各专业工程师与技术开发人员和系

统维护人员，通过培训，掌握系统的基本维护和日常管理工作，当系统出现一般性问题时，

通过培训的系统管理人员能及时解决问题，不影响系统的使用。

人员培训的目的是为了使工作人员了解、掌握本系统所涉及的各种技术和设备，更有

效和更全面地应用、管理系统。对于一般工作人员，应能灵活操作、使用本系统，对于系

统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要能够达到独立操作、分析、判断解决系统一般性问题。各项培

训的内容和目的如下：

（1）领导交流与培训

信息系统作为一把手工程，需要为各级领导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交流，使其对系统



有更深刻的认识，积极参与，并主动带头使用，促进内部工作人员不断使用本系统。领导

培训除要完成必要的使用培训外，更多的是与领导进行沟通，充分体现各级领导对系统提

出的要求，并将这种要求贯彻到系统的建设过程中。

（2）技术培训

技术人员需要对整个系统有比较深入地了解，以便能够自主完成对系统的日常维护工

作，并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在系统的标准体系框架下，丰富系统的功能。技术培训效果的

好坏直接影响未来系统的使用效果。技术培训面向负责系统运行维护的相关技术人员，重

点是平台的管理、数据库管理、软件使用及系统日常维护工作。

（3）使用培训

面向项目的全体使用者提供使用培训，由于系统使用涉及的部门众多、人员众多，业

务繁重，针对为这类人员的具体情况，可以提供若干期“大课”的形式，配合培训教材，

使其初步掌握系统的使用方法，在具体的工作中，还可以由各部门的“应用系统管理员”

言传身教，为其解决具体的操作问题。对于系统的普通用户来说，除了采用上述集中参加

培训外，最好的也是最直接的培训方法，是培养工作人员自学习的兴趣，通过本次项目建

设内容中的网上培训系统，为其提供在线的培训教程，促使其自主学习也是一种重要的手

段。

4）培训方式

培训方式采用集中培训、现场培训、发放宣传材料等相结合的方式，针对不同层次的

人员，开设不同的培训课程和确定培训方式。

（1）集中培训方式

分别针对系统管理员、系统维护人员和系统操作人员，开设集中培训课程。重点是系

统维护人员和系统操作人员，采用集中授课的方式，进行培训。

（2）现场培训方式

重点针对系统管理员，通过在现场的施工和培训，深层次地掌握系统各设备的使用、

维护、故障检修和各种日常操作等。



（3）宣传材料方式

针对平时工作繁忙的大量普通用户，可以印制宣传材料在相应的职能部门向用户发放，

促进其自学。

7、付款时间、方式及条件

根据省财政年度预算安排，具体以实际签署合同为准。初步拟定为：（1）合同分包

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甲方凭乙方开具的正式有效发票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

（2）合同分包完成阶段性工作，甲方凭乙方开具的正式有效发票，于 10 个工作日内向乙

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3）合同分包初验通过专家评审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凭乙

方开具的正式有效发票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4）合同分包通过整体竣工验收

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凭乙方开具的正式有效发票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5%。

（4）合同总金额的 5%作为质保金。竣工验收合格两年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凭乙方开

具的正式有效发票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5%。

8、其他要求

知识产权归属海南省交通运输路网监测和应急指挥保障中心所有。



海南省交通运输综合业务平台建设项目（2022）（海南省网络货运信息

监测系统）D 包

（1）技术要求

1.1.4 海南省网络货运信息监测系统

1.1.4.1 业务逻辑描述

省监测系统实现与网络货运经营者信息平台、部交互系统的对接和数据传输，对接省

道路运政管理信息系统、全国道路货运车辆公共监管与服务平台，并建立与税务、保险等

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共同规范网络货运市场，提升网络货运管理水平。

省监测系统数据库建设涉及网络货运经营者、实际承运车辆、从业人员等基础数据库，

电子运单、资金流水单等业务数据库，以及统计分析等主题数据库。在数据库建设过程中

要坚持“一数一源”的原则，避免重复采集。通过统一的数据交换平台或数据交换接口，

实现部省间、与其他部门间信息交换共享。

海南省网络货运信息监测系统主要实现线上服务能力认定及资质申请、数据交换、信

息服务、运行监测和行业监管；其业务流程如下：



海南省网络货运信息监测系统业务流程图

业务协同情况：

业务协同情况表

序号 业务协同平台 协同内容

1 企业平台 上传运单、资金流水、车辆及驾驶员基础信息数据

2 省网络货运信息监测系统 材料审核、审批、服务能力认定等

3 海南省道路运政信息服务系统 为企业发放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网络

货运）

4 全国网络货运信息交互系统 运单、资金流水信息上传

5 省道路运输局官网 网上公示

1.1.4.2 数据流定义

企业用户在业务办理通过上传业务申请信息，经营许可证信息，系统向其反馈审批流

程信息；企业平台，税务保险部门通过上传运单、资金流水、车辆、驾驶员、税务及保险

信息，省监测系统通过省运政系统及全国道路货运车辆公共监管和服务平台进行数据校验，

并提供查询接口供企业用户进行基础信息及异常信息查询；省监测系统将运单、资金流水、

车辆、驾驶员等信息上传至全国网络货运信息交互平台进行数据交换，数据流图如下：

海南省网络货运信息监测系统数据流图



1.1.4.3 系统功能

省监测系统需要建设的功能包括信息服务、运行监测、行业监管、业务办理、用户认

证接口对接等功能。

信息服务系统主要为网络货运经营者和行业主管部门提供基本信息、业务信息以及异

常信息查询的功能；

行业监管系统主要实现对网络货运经营者进行接入认证、审核、分配权限、联调测试，

根据设定的阈值进行报警信息提示等；

运行监测系统主要实现为行业管理部门和企业用户提供各网络货运经营者上传的数

据的统计查询功能；

业务办理系统为网络货运经营者提供线上服务能力认定申请、审批及审批进度查询功

能；

用户接口认证主要实现通过综合业务平台统一用户管理，权限分配等功能。

海南省网络货运信息监测平台系统功能结构示意图

1.1.4.4 各功能模块定义

省监测系统需要建设的功能包括数据交换、数据校验、信息服务、运行监测、行业监

管、业务办理、系统管理等功能。

功能结构如下图所示。



海南省网络货运信息监测平台系统功能图

1.1.4.4.1 信息服务系统

1.1.4.4.1.1 业务逻辑描述

省监测系统通过此模块为网络货运经营者和行业主管部门提供基本信息、业务信息以

及异常信息查询的功能；基本信息包括企业、车辆、驾驶员信息，业务信息包括运单和资

金流水信息，异常信息包括车辆资质、车辆在线、运输轨迹、驾驶员资质、运单与资金流

水匹配、运单业务异常等异常信息。

1.1.4.4.1.2 功能框架图

信息服务系统功能框架图

1.1.4.4.1.3 企业信息查询

1.1.4.4.1.3.1 功能描述

根据用户名、企业名称、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查询条件查询企



业信息，包括：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号、法定代表人、联

系人、联系电话等。

1.1.4.4.1.3.2 业务流程

企业信息查询业务流程图如下：

企业信息查询业务流程图

(1) 输入企业信息查询条件；

(2) 根据查询条件从后台查询并展示企业信息。

1.1.4.4.1.4 车辆信息查询

1.1.4.4.1.4.1 功能描述

根据报文参考号、发送放代码、车牌号、车牌颜色、道路运输证号、上传时间等查询

条件查询企业整合的车辆的信息，包括：车辆牌照号、车牌颜色、车辆道路运输证号、车

辆及能源类型、总质量、核定载质量等。

1.1.4.4.1.4.2 业务流程

车辆的信息业务流程图如下：

车辆信息查询业务流程图

(1) 输入车辆信息查询条件。

(2) 根据查询条件从后台查询并展示车辆信息。

1.1.4.4.1.驾驶员信息查询

1.1.4.4.1.5.1 功能描述

根据物报文参考号、发送放代码、驾驶员姓名、身份证号、上传时间范围等查询条件

查询各企业整合的驾驶员信息的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从业人员资格证

号、机动车驾驶证号等。

1.1.4.4.1.5.2 业务流程

车辆的信息业务流程图如下：



驾驶员信息查询业务流程图

(1) 输入驾驶员信息查询条件；

(2) 根据查询条件从后台查询并展示驾驶员信息。

1.1.4.4.1.1.6 运单查询

1.1.4.4.1.1.6.1 功能描述

提供运单简略信息查询和运单详情查询功能。

(1) 运单简略信息查询

根据报发送方代码、报文参考号、运单号、接收开始时间、接收结束时间、车牌号等

条件查询运单信息，包括报文参考号、原始单号、拖运单号、车牌号码、车牌类型、道路

运输证号、启运地、送达地、接收时间等。

(2) 运单详情查询

根据选定的数据查询运单详情数据，包括关联的驾驶员信息和货物信息，保险信息等。

1.1.4.4.1.1.6.2 业务流程

运单信息业务流程图如下：

运单查询业务流程图

(1) 输入运单信息查询条件。

(2) 根据查询条件查询并展示运单信息简略；

(3) 根据选择的运单查询运单详情信息并展示。

1.1.4.4.1.1.7 资金流水单查询

1.1.4.4.1.1.7.1 功能描述

提供资金流水单简略信息查询和资金流水单详情查询功能。



(1) 资金流水单简略信息查询

根据报文参考号、资金流水单号、运单号、接收开始时间、接收结束时间、车牌号等

条件查询资金流水单信息，包括报文参考号、企业名称、发送方代码、资金流水单号、实

际承运人、车牌号码、货币金额、托运单数量、接收时间等。

(2) 资金流水单详情查询

根据选定的数据查询资金流水单详情数据，包括关联的运单列表和资金列表。

1.1.4.4.1.1.7.2 业务流程

资金流水单查询业务流程图如下：

资金流水单查询业务流程图

(1) 输入查询条件；

(2) 根据查询条件查询并展示资金流水单简略信息；

(3) 根据选择的资金流水单查询资金流水单详情信息。

1.1.4.4.1.1.8 单据接入异常查询

1.1.4.4.1.1.8.1 功能描述

网络货运经营者上传的相关单据提供接入异常和原始报文查询

(1) 接入异常查询

根据发送方代码、接收开始时间、接收结束时间等条件查询接入异常，包括报文参考

号、异常描述、接收时间。

(2) 原始报文查询

根据选择的异常数据查询原始报文。

1.1.4.4.1.1.8.2 业务流程

接入异常查询业务流程图如下：



单据接入异常查询业务流程图

(1) 输入查询条件；

(2) 根据查询条件查询并展示接入异常信息；

(3) 根据选择的异常数据查询原始报文。

1.1.4.4.1.9 车辆资质异常查询

1.1.4.4.1.9 功能描述

根据发送方代码、接收开始时间、接收结束时间等条件查询车辆资质异常，包括报文

参考号、异常描述、接收时间。

1.1.4.4.1.9.2 业务流程

车辆资质异常业务流程图如下：

车辆资质异常业务流程图

(1) 输入查询条件；

(2) 根据查询条件查询并展示车辆资质异常信息。

1.1.4.4.1.10 驾驶员资质异常查询

1.1.4.4.1.10.1 功能描述

根据发送方代码、接收开始时间、接收结束时间等条件查询驾驶员资质异常，包括报

文参考号、异常描述、接收时间。

1.1.4.4.1.10.2 业务流程

驾驶员资质异常业务流程图如下：



人员资质异常业务流程图

(1) 输入查询条件；

(2) 根据查询条件查询并展示人员资质异常。

1.1.4.4.1.11 车辆在线异常查询

1.1.4.4.1.11.1 功能描述

根据发送方代码、接收开始时间、接收结束时间等条件查询车辆在线异常，包括报文

参考号、异常描述、接收时间。

1.1.4.4.1.11.2 业务流程

车辆在线异常业务流程图如下：

车辆在线异常业务流程图

(1) 输入查询条件；

(2) 根据查询条件查询并展示车辆在线异常。

1.1.4.4.1.12 运输轨迹异常查询

1.1.4.4.1.12.1 功能描述

根据发送方代码、接收开始时间、接收结束时间等条件查询车辆在线异常，包括报文

参考号、异常描述、接收时间。

1.1.4.4.1.12.2 业务流程

运输轨迹异常业务流程图如下：

运输轨迹异常业务流程图

(1) 输入查询条件；

(2) 根据查询条件查询并展示运单信息。

1.1.4.4.1.13 运单与资金流水单匹配异常查询

1.1.4.4.1.13.1 功能描述

根据发送方代码、接收开始时间、接收结束时间等条件查询运单与资金流水单匹配异



常，包括报文参考号、异常描述、接收时间。

1.1.4.4.1.13.2 业务流程

运单与资金流水单匹业务流程图如下：

运单与资金流水单匹业务流程图

(1) 输入查询条件；

(2) 根据查询条件查询并展示匹配异常的运单信息。

1.1.4.4.1.14 运单业务异常查询

1.1.4.4.1.14.1 功能描述

根据发送方代码、接收开始时间、接收结束时间等条件查询运单业务重复异常，包括

报文参考号、异常描述、接收时间。

1.1.4.4.1.14.2 业务流程

运单与资金流水单匹业务流程图如下：

运单与资金流水单匹业务流程图

(1) 输入查询条件；

(2) 根据查询条件查询并展示重复异常的运单信息。

1.1.4.4.1.15 超范围经营异常查询

1.1.4.4.1.15.1 功能描述

根据报文参考号、发送方代码、企业名称、异常描述、上传时间范围等条件查询超范

围经营异常，包括报文参考号、异常描述、接收时间。

1.1.4.4.1.15.2 业务流程

超范围经营异常业务流程图如下：

运单与资金流水单匹业务流程图

(1) 输入查询条件；



(2) 根据查询条件查询并展示重超范围经营异常信息。

1.1.4.4.2 行业监管系统

1.1.4.4.2.1 业务逻辑描述

省网络货运监测系统需要对网络货运经营者进行接入认证、审核、分配权限、联调测

试，根据设定的阈值进行报警信息提示等。

1.1.4.4.2.2 功能框架图

行业监管系统功能框架图

1.1.4.4.2.3 接入认证

1.1.4.4.2.3.1 功能描述

省监测系统需对网络货运申请者提交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进行认证，管理接入权限。

1.1.4.4.2.3.2 业务流程

接入认证业务流程图如下：

接入认证业务流程图

(1) 网络货运申请者提交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2) 省监测系统管理人员对网络货运经营者提交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进行审核；

(3) 审核通过以后开通接入权限。

1.1.4.4.2.4 报警信息提示

1.1.4.4.2.4.1 功能描述

省监测系统根据监测数据设置科学合理的监测结果异常阈值，当网络货运经营者监测

异常率超过阈值时，系统自动报警，并在经营者登录省监测系统时自动提示。省监测系统

登录后，首页提示异常率阈值，可直接单个运单接入正常率、资金流水单接入正常率、车



辆资质合规率等数据单独导出，或者不合规企业数据合并导出。

1.1.4.4.3 运行监测系统

1.1.4.4.3.1 业务逻辑描述

从不同维度及查询条件为行业管理部门和企业用户提供各网络货运经营者上传的数

据的统计查询功能，实现对综合考核统计排名、业务规模、异常率的统计查询。

1.1.4.4.3.2 功能框架图

运行监测系统功能框架图

1.1.4.4.3.3 综合考核排名查询

1.1.4.4.3.3.1 功能描述

按照用户名、时间维度查询企业的综合考核排名数据，可导出综合排名数据。

1.1.4.4.3.3.2 业务流程

本功能业务流程图如下：

综合统计排名查询模块业务流程图

(1) 输入查询条件。

(2) 根据条件查询综合考核排名。

(3) 展示查询结果。

1.1.4.4.3.4 业务规模统计查询

1.1.4.4.3.4.1 功能描述

按照用户名、时间维度查询企业的业务规模，包括整合运力数量、完成运单数量、上

传驾驶员数量、总货运量、周转量、运费总额统计数据。



1.1.4.4.3.4.2 业务流程

本功能业务流程图如下：

接入企业数统计查询模块业务流图

(1) 输入查询条件。

(2) 根据条件查询综合考核排名。

(3) 展示查询结果。

1.1.4.4.3.4.5 异常率统计查询

1.1.4.4.3.4.5.1 功能描述

用户名、时间维度查询企业的异常率数据，包括接入异常、车辆资质异常、驾驶员资

质异常、车辆在线异常、运单业务异常、运单与资金流水匹配异常、超范围经营。

1.1.4.4.3.4.5.2 业务流程

本功能业务流程图如下：

周转量统计查询模块业务流图

(1) 输入查询条件。

(2) 根据条件查询综合考核排名。

(3) 展示查询结果。

1.1.4.4.4 业务办理系统

1.1.4.4.4.1 业务逻辑描述

省网络货运监测系统需要对网络货运经营者提供线上服务能力认定申请、审批及审批

进度查询功能等。



1.1.4.4.4.2 功能框架图

业务办理系统功能框架图

1.1.4.4.4.3 线上服务能力认定申请

1.1.4.4.4.3.1 功能描述

网络货运经营企业在需在系统上注册用户，填写相关注册资料。网络货运经营企业在

注册用户后，可以进行测试数据上传，在数据上传并符合要求后，可以发起线上服务能力

认定申请。

1.1.4.4.4.4.1 线上服务能力认定审批

1.1.4.4.4.34.1 功能描述

县区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收到网络货运经营企业发起的线上服务能力认定申请后，

对企业提交的电子材料及纸质材料进行审核，将经审核符合要求的企业提交到省级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收到县区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审核意见后，审核相应的网

络货运经营企业信息，并为通过线上服务能力认定的企业出具公示。

1.1.4.4.4.5 线上服务能力公示

1.1.4.4.4.5.1 功能描述

网络货运经营企业通过线上服务能力认定申请后，可在省监测系统首页查询企业认定

通过信息。

1.1.4.4.4.6 审批进度查询

1.1.4.4.4.6.1 功能描述

网络货运经营企业在发起线上服务能力认定申请后，可以查看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对申



请的审批进度。

1.1.4.5 实现各模块功能的技术方案

1．主要实现运单、资金流水的查询及网络货运许可认证；

2．通过接口对接获取相关信息。

1.1.4.6.1 数据交换系统

1.1.4.6.1.1 系统概述

省监测系统通过标准报文格式对接企业货运平台、税务、保险部门采集数据、统计指

标实时上报至部交互系统。数据交换平台包含一系列的功能，如：数据接入服务、数据上

报服务、数据解析服务、数据校验服务相关平台数据交换服务等。

1.1.4.6.1.2 功能框架图

数据交换系统功能框架图

1.1.4.6.1.3 企业货运平台数据接口

1.1.4.6.1.3.1 功能描述

为网络货运经营者提供运单、资金流水单、车辆、企业及驾驶员基本信息接入接口服

务。网络货运经营者根据《部网络货运信息交互系统接入指南》要求，实时上传运单、资

金流水单、车辆、企业及驾驶员基本信息至省监测系统。

1.1.4.6.1.3.2 业务流程

本功能业务流程图如下：



数据采集业务流图

数据采集业务流程如下：

（1） 接收企业上传数据；

（2） 校验 token；

（3） 进行报文重复性判定；

（4） 解密报文；

（5） 返回结果给企业。

1.1.4.6.1.4 通运输部交互系统数据接口

1.1.4.6.1.4.1 功能描述

省监测系统接收到网络货运经营者上传的电子单据后，进行接入异常判定，没有接入

异常的，及时上传运单、资金流水单、企业、车辆及驾驶员基本信息部交互系统。

1.1.4.6.1.4.2 业务流程

本功能业务流程图如下：



数据上报业务流图

数据上报业务流程如下：

(1) 在部交互系统进行认证；

(2) 认证成功以后上传数据到部交互系统；

(3) 保存操作日志。

1.1.4.6.1.5 接口数据解析

1.1.4.6.1.5.1 功能描述

省监测系统将对企业上报的运单数据、资金流水单数据、企业信息数、从车辆信息数

据、驾驶员信息数据据进行解析，并根据接入异常判定逻辑对上传的单据进行校验。

1.1.4.6.1.5.2 业务流程

本功能业务流程图如下：



数据解析业务流图

数据解析业务流程如下：

(1) 从消息队列接受消息；

(2) 根据接入异常判定逻辑对单据信息进行判定，如果不符合逻辑，则为接入异

常；

(3) 如果没有接入异常，发送消息到上报队列；

(4) 进行业务数据判重；

(5) 保存数据到数据库。

1.1.4.6.1.6 接口数据校验

1.1.4.6.1.6.1 车辆资质校验

（1）功能描述



省监测系统需要对企业上报的运单中的车辆进行资质校验。

（2）业务流程

本功能业务流程图如下：

车辆信息校验业务流图

车辆资质校验业务流程如下：

(1) 判断车辆基本信息是否上传，如果没有上传则为异常；

(2) 查询运政数据，如果没查到，判断是否为 4.5 吨以上车辆，如果是则为异常；

(3) 如果查询到运政数据，那么判断运政数据与用户上传的是否一致，如果不一

致则为异常；

(4) 如果信息一致，那么判断道路运输证是否在有效期内，如果不在有效期内则

为异常。

1.1.4.6.1.6.2 驾驶员资质校验

（1）功能描述

省监测系统需要对企业上报的运单中的驾驶员进行资质校验。

（2）业务流程



本功能业务流程图如下：

驾驶员资质校验业务流图

驾驶员资质校验业务流程如下：

(1) 判断驾驶员基本信息是否上传，如果没有上传则为异常；

(2) 查询运政数据，如果没查到，判断是否是 4.5 吨以上，如果是则为异常；

(3) 如果查询到则判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是否在有效期内，如果不在有效期内则为

异常。

1.1.4.6.1.6.3 车辆在线校验

（1）功能描述

省监测系统需要对企业上报的运单中的车辆进行在线校验。

（2）业务流程

本功能业务流程图如下：



驾驶员信息校验业务流图

车辆在线校验业务流程如下：

(1) 判断车辆总质量是否 12 吨以上，如果否不执行校验；

(2) 如果是根据发货时间和收货时间去货运平台查询车辆是否在线，如果未在线

则为车辆资质异常。

1.1.4.6.1.6..4 运输轨迹异常

（1）功能描述

省监测系统需要对企业上传的运单中的车辆进行轨迹校验。

（2）业务流程

本功能业务流程图如下：



运输轨迹异常数据上报业务流图

数据上报业务流程如下：

(1) 判断车辆是否有在线异常，如果有，跳过校验；

(2) 通过车牌号和车牌颜色、发货时间、发货地行政区划代码、收货时间、收货

地行政区划代码调用全国道路货运车辆公共监管与服务平台接口，根据返回结果判断定位

是否异常，如果异常插入异常信息。

1.1.4.6.1.6..5 匹配异常校验

（1）功能描述

省监测系统需要对企业上传的运单和资金流水单进行匹配，未匹配到的为异常。

（2）业务流程

本功能业务流程图如下：



匹配异常校验数据上报业务流图

数据上报业务流程如下：

(1) 判断车辆是否有在线异常，如果有，跳过校验；

(2) 通过车牌号和车牌颜色、发货时间、发货地行政区划代码、收货时间、收货

地行政区划代码调用全国道路货运车辆公共监管与服务平台接口，根据返回结果判断定位

是否异常，如果异常插入异常信息。

1.1.4.6.1.6..6 运单业务异常

（1）功能描述

省监测系统需要对企业上传的运单数据进行校验，不通过的为异常。

（2）业务流程

本功能业务流程图如下：



运单业务异常数据上报业务流图

运单业务校验流程如下：

(1) 判断非城配车辆的运单中的车牌号、起讫点、起讫时间相同的运单是否多次

出现，且货运量合计超过车辆吨位或每单货类不同；

(2) 判断运单中货币总金额是否小于零或大于一百万；

(3) 判断发货日期是否大于收货日期；

(4) 判断发货、收获、发送日期是否大于当前时间；

(5) 判断运费金额是否大于 1.3 倍资金流水单总金额。

1.1.4.6.1.6..7 超范围经营异常

（1）功能描述

省监测系统需要对企业上传的运单进行超范围经营校验，判断实际承运人是否超范围



经营。

（2）业务流程

本功能业务流程图如下：

超范围经营异常数据上报业务流图

运单业务校验流程如下：

(1) 判断是否是冷链运输，如果是判断实际承运人是否有运输资质，如果没有则

为异常；

(2) 判断是否为转包业务，如果是，判断实际承运人是否有道路货运资质，如果

没有则为异常。

1.1.4.6.1.7.接口开发及系统集成采用的方式

对于行业外数据的交换共享，可基于 Web Service 接口方式完成相关信息的查询核

对。Web Service 接口应按照标准协议接入企业服务总线（ESB），实现各类系统的互联

互通和有效集成。

针对行业内数据交换共享，包括基础数据、部分业务数据拟采取数据文件交换，供应

用系统数据库读取。数据文件的内容和格式等规范要求遵守《部省交通运输信用信息交换

指标》的相关技术要求。

数据库直接访问接口设计实现，系统间交换数据，可采用数据库直接访问方式，这种

方式实际上只需要在数据库中为相应应用授予读取或者写入的权限，使得对方应用可以直

接读取或者写入应用数据库即可。



API 接口设计实现应用系统向其他业务系统提供服务的过程中，API 调用方式被广泛

应用。应用系统提供基于 SOCKET 的服务端，基于 SOCKET 的 API，供其他应用系统调用。

具体的接口信息及实现方式如下：

接口信息及实现方式表

序号 接口名称 接口类别 实现方式

1

网络货运信息监测系

统接口

运单信息接口 API / WebService

2 资金流水单信息接口 API / WebService

3 车辆基本信息接口 API / WebService

4 驾驶员基本信息信息接口 API / WebService

5 企业信息 API / WebService

6 驾驶员位置信息 API / WebService

7 车辆资质信息 API / WebService

8 驾驶员资质信息 API / WebService

9 企业资质信息 API / WebService

10 车辆位置信息 API / WebService

本分包所建设的所有系统需集成至海南省交通运输综合业务平台一期统一框架中，实

现用户统一管理、权限分配、单点登录。

（2）商务要求

1、项目工期要求

合同履行期限（交付期）：12 个月。建设地点：海南省海口市

2、实施要求

投标人须对项目实施的规划和步骤加以说明，投标人应做出整个项目分阶段的详细进

度计划，明晰表述各阶段项目里程碑，以及对进度完成的保证措施和补救方法。

投标人必须针对本项目提供完善的项目管理实施方案（包括项目组团队的组建方案）

和项目进度计划表。

3、安装调试要求

投标人负责合同规定的应用软件的安装、集成和联调。投标人在安装调试阶段，保证

不影响现有业务系统的正常运行。

4、验收要求

系统整体功能交付达到了全部规定要求，系统上线后稳定试运行 3个月后，通过项目



监理方认可，且在提交全部相关文档、报告、源代码等交付物的前提下，由中标方向采购

方提出项目竣工验收申请，采购人按照国家、海南省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进行验收。

5、售后服务

投标人必须提供详细的保修期内技术支持和服务方案，技术支持和服务方案（包括但

不限于）：

1）整体项目提供不少于二年的免费维护，从项目通过竣工验收起算。

2）为最终用户提供 7*24 小时技术服务热线，负责解答用户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并

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操作方法；提供 7*24 小时现场和技术支持服务，15 分钟内响

应，2小时内到达指定现场。

3）承建单位要拥有一支受过良好培训且富有经验的技术支持服务队伍，对系统运行

中可能出现的技术问题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过程中，承建单位

需解决各方面的问题并为用户创造可靠的在线业务环境。

6、培训

培训对象为项目单位的工作人员、系统管理人员。其中：

1）中层以上领导

通过培训，使领导能掌握其日常工作所用系统各功能模块的使用。

2）一般用户

本项目中各系统的使用人员。通过培训，能掌握其日常工作所用系统各功能模块的使

用。

3）系统管理人员

即在实施建设项目过程中主要参与全过程实施的各专业工程师与技术开发人员和系

统维护人员，通过培训，掌握系统的基本维护和日常管理工作，当系统出现一般性问题时，

通过培训的系统管理人员能及时解决问题，不影响系统的使用。

人员培训的目的是为了使工作人员了解、掌握本系统所涉及的各种技术和设备，更有

效和更全面地应用、管理系统。对于一般工作人员，应能灵活操作、使用本系统，对于系



统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要能够达到独立操作、分析、判断解决系统一般性问题。各项培

训的内容和目的如下：

（1）领导交流与培训

信息系统作为一把手工程，需要为各级领导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交流，使其对系统

有更深刻的认识，积极参与，并主动带头使用，促进内部工作人员不断使用本系统。领导

培训除要完成必要的使用培训外，更多的是与领导进行沟通，充分体现各级领导对系统提

出的要求，并将这种要求贯彻到系统的建设过程中。

（2）技术培训

技术人员需要对整个系统有比较深入地了解，以便能够自主完成对系统的日常维护工

作，并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在系统的标准体系框架下，丰富系统的功能。技术培训效果的

好坏直接影响未来系统的使用效果。技术培训面向负责系统运行维护的相关技术人员，重

点是平台的管理、数据库管理、软件使用及系统日常维护工作。

（3）使用培训

面向项目的全体使用者提供使用培训，由于系统使用涉及的部门众多、人员众多，业

务繁重，针对为这类人员的具体情况，可以提供若干期“大课”的形式，配合培训教材，

使其初步掌握系统的使用方法，在具体的工作中，还可以由各部门的“应用系统管理员”

言传身教，为其解决具体的操作问题。对于系统的普通用户来说，除了采用上述集中参加

培训外，最好的也是最直接的培训方法，是培养工作人员自学习的兴趣，通过本次项目建

设内容中的网上培训系统，为其提供在线的培训教程，促使其自主学习也是一种重要的手

段。

4）培训方式

培训方式采用集中培训、现场培训、发放宣传材料等相结合的方式，针对不同层次的

人员，开设不同的培训课程和确定培训方式。

（1）集中培训方式

分别针对系统管理员、系统维护人员和系统操作人员，开设集中培训课程。重点是系



统维护人员和系统操作人员，采用集中授课的方式，进行培训。

（2）现场培训方式

重点针对系统管理员，通过在现场的施工和培训，深层次地掌握系统各设备的使用、

维护、故障检修和各种日常操作等。

（3）宣传材料方式

针对平时工作繁忙的大量普通用户，可以印制宣传材料在相应的职能部门向用户发放，

促进其自学。

7、付款时间、方式及条件

根据省财政年度预算安排，具体以实际签署合同为准。初步拟定为：（1）合同分包

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甲方凭乙方开具的正式有效发票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

（2）合同分包完成阶段性工作，甲方凭乙方开具的正式有效发票，于 10 个工作日内向乙

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3）合同分包初验通过专家评审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凭乙

方开具的正式有效发票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4）合同分包通过整体竣工验收

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凭乙方开具的正式有效发票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5%。

（4）合同总金额的 5%作为质保金。竣工验收合格两年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凭乙方开

具的正式有效发票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5%。

8、其他要求

知识产权归属海南省交通运输路网监测和应急指挥保障中心所有。



海南省交通运输综合业务平台建设项目（2022）（海南省普通省道和农

村公路“以奖代补”考核数据支撑系统）E 包

（1）技术要求

1.1.3 海南省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以奖代补”考核数据支撑系统

（1）总体框架

总体业务关系图

此次购买服务的数据支撑系统将以公路基础数据和电子地图为依托，利用北斗、遥感、

自动化检测等技术，实现项目规划、计划、建设、养护、资金安排等业务及时、动态、全

流程综合管理，汇集日常业务管理工作形成的业务数据，为“以奖代补”考核提供真实、

动态的数据支撑。

数据支撑系统逻辑框架如下图所示：

“以奖代补”考核数据综合分析平台业务关系图

为确保实现海南省和交通运输部两级“以奖代补”考核数据的交换共享，实现部、省

两级数据互联互通，依托交换共享平台，采用网络服务接口实现数据交互。



信息化总体架构

“以奖代补”考核数据综合分析平台总体架构图

此次购买服务的数据支撑系统的总体架构主要包含以下几部分内容：

1、基础设施层

基础设施层是数据支撑系统运行的基础支撑，主要包含操作系统、中间件、数据库在

内的基础软件，以及包含网络设备、安全设备、服务器设备在内的基础硬件。

2、数据层

数据是数据支撑系统的核心，基于安全和性能考虑，数据层主要分为业务库、配置库、

查询分析库以及共享交换库。配置库只存储系统配置信息，业务库存储系统所有业务数据，

并制定严格的访问权限，统计分析库主要为分析层做数据支撑，业务库数据通过 ETL 工具

转换后存储到分析库，方便分析系统取数，同时减轻业务库压力。共享交换库主要与用户

现有业务系统实现数据之间的互联互通。

3、支撑层

支撑层为数据支撑系统提供各类技术支撑。主要包括用户管理、权限管理、工作流、

报表管理、单位管理、企业管理等应用服务，各服务通过 Nginx 代理，统一对外提供服务。

4、应用层

把底层服务按以奖代补考核业务逻辑整合起来，为用户提供服务，主要包括数据管理、

计划管理、建设管理、养护管理、采购管理等功能模块。

5、分析层

主要包括数据可视化（大屏）和统计报表两种展现方式。用地图、柱状图、饼状图等

图形的方式，再结合明细列表的方式，由总到细直观地展现各环节业务的数据，为领导决

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6、展现层

数据支撑系统根据业务特性，开发了 PC 端和 APP 端，方便财政、交通、企业等用户

方便接入。

网络拓扑和传输能力

此次购买服务的数据支撑系统将采用“全省大集中”模式部署在海南省交通运输行业

信息通信网。省级、市级、县级、乡镇四级用户，通过互联网访问系统完成日常业务办理，

同时依托交通运输部搭建的交换共享平台，采用网络服务接口实现与交通运输部系统之间

的数据交互。

海南省交通运输行业信息通信网网络拓扑图

此次项目建设采用海南省交通运输行业信息通信网的意义在于：

1、云政务的建设将大大节约建设成本，降低政府财政支出。从总体上看，建设电子

化政府云计算平台将极大地降低政府财政支出。将政府各部门、各地区的电子政务的采购

支出集中起来统一用于建设云计算平台，费用会比分散建设减少许多。

2、以 IaaS 为核心的云计算中心将为政务门户网站运营、政务信息资源开发以及政务

系统应用提供有力的后台保障。目前，政务门户网站用户数量的快速增长，内容的日趋多

媒体化，政务信息公开包含大量的图片和视频信息，政务网站需要处理海量数据，就需要

以 IaaS 应用为核心的云计算中心作为有效支撑。同时，随着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深



入，数据大集中以及信息交换要求很高的计算能力。传统政务数据中心建设和运行的成本

在不断上升，需要利用云计算模式来提高政府数据中心的运行效率，降低政府数据中心的

建设成本。

3、以 PaaS 为核心的云服务平台将助力“服务型政府体系”建设。电子政务各类系统

的建立能够使政府工作人员及时地了解到老百姓时下最关心的问题，使政府部门制定出的

政策法规目的性更加明确，能够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拉近政府与百姓之间的距离，维护

社会稳定。

4、基于云计算的交换平台将实现政府部门间信息联动与政务工作协同。云计算模式

的“信息集成、资源共享”特性将在电子政务信息交换平台中发挥巨大作用，通过交换平

台的应用，在政府部门之间、政府部门与社会服务部门之间建立“信息桥梁”，将各单位

的电子政务系统接入到云平台之中，通过云平台内部信息驱动引擎，实现不同电子政务系

统间的信息整合、交换、共享和政务工作协同，将大大地提高各级政府机关的整体工作效

率。

（2）业务逻辑描述

基础数据子系统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基础数据管理是

主要是将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现有系统的基础数据接入后作为其他模块数据基础进行管理，

实现基础数据的录入、导入、确认、查询等功能。以路线、桥梁基础数据作为支撑，保证

基础数据与项目一致。

综合展示子系统

本子系统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以普通省道和

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等项目为主体，对其附属的交通相关数据以及财政相关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并且基于不同的口径和维度进行数据可视化展示。本子系统主要包含大屏分析、统

计报表等功能。

计划管理子系统

本子系统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完成

全省各级交通运输部门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类项目计划的滚动编制和下达执行，

管理项目基本信息、前期工作情况、计划安排情况及执行情况。建设计划项目来源于项目

库。

建设管理子系统



本子系统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业务对象为建

设类项目，基于系统完成全省各级交通运输部门和财政部门针对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以

奖代补”考核相关财政数据的归集和汇总。实现对全省建设项目的建设进度情况、资金投

入情况等业务的管理。建设单位在项目开工后，须及时更新项目推进情况，按照月度和年

度生成汇总数据和明细数据。

养护管理子系统

本子系统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业务对象为养

护类项目，实现对全省养护工程项目实施进度情况、投资完成额和日常养护支出额、完成

工程量等业务的管理。养护单位须及时更新养护项目推进情况，按照季度和年度生成汇总

数据和明细数据。

资金管理子系统

本子系统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实现对建设项

目、养护工程以及日常养护工作涉及财政资金投入情况的管理，做好与交通运输部门建设、

养护到位资金衔接，实现与交通运输部门相关数据的共享和交叉互审。相关财政投入资金

应区分上级政府对本级政府的税收返还、转移支付资金和地方本级收入安排资金。

采购管理子系统

本子系统主要面向全省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实现项目

建设、养护工程以及日常养护等工作中招投标信息和采购合同信息的管理。有关单位在完

成相关工作时，按照政府采购预算有关规定，及时更新数据，实现项目全链条进度动态跟

踪和资金拨付进度动态跟踪。

交叉审核子系统

本子系统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完成“以奖代

补”考核年度建设计划目标任务、建设类任务完成情况、养护类任务完成情况、财政建设

养护投入情况相关数据的归集、汇总，向部级系统报送有关汇总数据，提供数据接口供部

级系统穿透查询明细数据。以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等项目为主体，对其附属的

交通相关数据以及财政相关数据进行交叉审核，以保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汇总上报的普

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以奖代补”考核所有数据全面、准确。

业务逻辑图



“交叉审核子系统业务逻辑图

业务协同

“以奖代补”考核数据支撑系统业务协同图

本次建设的数据支撑系统，是在打通交通和财政之间的数据壁垒，将财政部、交通运

输部针对全省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以奖代补”考核所需的数据归集，同时建立联动共享

机制，对接同级交通、财政相关系统以及交通运输部相关系统，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完整

性。



（3）数据流定义

“以奖代补”数据支撑系统数据流图

通过对海南省交通部门现有数据整合，及缺失数据治理后，其中基础数据、计划项目

数据、采购信息数据、资金数据等将在“以奖代补”数据支撑系统中为数据分析、考核测

算、数据共享等提供数据支撑。

（4）功能

本次建设的“以奖代补”数据支撑系统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成品软件功能、第二

部分为定制软件功能。其中成品软件功能包括：业务管理子系统与数据报部子系统；定制

软件功能包括基础数据、综合展示等八个子系统模块。



“以奖代补”数据支撑系统功能图

（5）各功能模块定义

成品软件功能

1.1.3.1.1.1业务管理子系统

业务管理子系统是软件中为特定业务场景提供业务支撑的子系统，其中包括对特定业

务场景提供基础信息及基础配置的设置，具体如下：

1.1.3.1.1.1.1 门户管理

门户管理在功能层面提供统一信息发布与内容管理，同时集成相关内容为用户提供统

一的界面方式。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通知公告管理

通知公告管理是在门户中对所有公告信息进行集中管理，并在用户授权范围内进行通

知公告的集中展示。

2、下载专区管理

下载专区管理可定义管理可下载内容，包括图片、压缩包、文档等，格式支持 jpg、

doc、zip 等主流格式文件。同时为门户使用用户提供统一下载入口。

3、常见问题管理

门户管理员可在常见问题管理中统一管理相关常见问题，并在门户中进行集中展示，

可供门户使用用户进行查阅。

4、视频中心管理



门户管理员通过视频中心管理集中管理门户中可展现的视频内容，包括视频的上传及

展示权限。

5、制度办法管理

门户管理员通过制度办法管理对相关制度、政策文件等进行集中管理，并选择展示方

式与展示权限。

6、消息通知管理

用户管理员通过消息通知管理对门户中的消息通知进行集中管理，并通过授权方式选

择展示用户。

1.1.3.1.1.1.2 基本信息设置

基本信息设置包括对系统中的行政区划、角色、用户信息等进行基础设置，为特定业

务场景提供基础支撑，包括但不限于行政区划管理、单位管理、预制用户管理、角色管理、

菜单设置、用户身份设置、用户导航设置。

1.1.3.1.1.1.3 数据显示设置

数据显示设置包括业务要素管理、数据模型管理、录入模型维护、公式定义、行权限

设置、导出模板设置，该模块是系统的核心功能，通过此模块可以定制业务所需要的表格。

其中业务要素管理是可以自定义维护业务表格中的引用代码表；数据模型管理是前台

可视的数据表管理模型，能通过前台页面维护业务需要的表格主要包括一般录入表、绩效

指标表等，支持只读、可写类权限设置，支持字符、数字、日期等表字段类型维护；录入

模型维护是可以结合业务需求定制界面展示样式，包括主从表模式、列表模式、页签维护

等；公式定义是可以定义表中的公式列，包括公式刷新功能；行权限是可以通过表中的某

些指标控制改行数据只读。

1.1.3.1.1.1.4 流程设置

流程设置为系统提供基础流程配置及基础流程设置，根据基本信息中的角色及用户身

份设置，在流程中体现不同节点作用，规范系统功能的使用，为特定业务场景提供支撑。

1.1.3.1.1.1.5 绩效管理

绩效管理模块为构造完整的绩效体系提供支撑，可进行绩效指标库设置、指标口径大

类设置等，为使用用户进行绩效评价、绩效监控等奠定基础。

1.1.3.1.1.1.6 任务管理

任务管理模块包括对任务的类型管理、信息管理、及我的任务等，可以根据业务需要，

新增相应任务并下发任务。



1.1.3.1.1.1.7 系统配置项

系统配置项模块提供了系统的个别特殊场景配置，比如系统名称、技术支持单位名称

以及特殊的外部链接等。

1.1.3.1.1.2数据报部子系统

1.1.3.1.1.3定时任务设置

定时任务指让系统在特定时间周期中定时执行系统相关功能，包括定时任务的创建、

刷新、置顶、停用、启用、查询等。

1.1.3.1.1.3.1 ETL 设置

系统提供数据集成（ETL）设置，包括在数据抽取、转换、加载过程中的基础规则设

置，可根据业务需要定制相关数据抽取规则。

ETL 处理流程图

1.1.3.1.1.3.2 ETL 执行

执行 ETL 过程的步骤如下:

1、提取

提取是第一个过程，其中收集来自不同来源的数据，如文本文件，XML 文件，Excel

文件或各种其他来源。

2、转换

转换是 ETL 过程的第二步，其中所有收集的数据都已转换为相同的格式。根据要求，



格式可以是任何格式。在该步骤中，将一组函数规则应用于提取的数据以将其转换为单个

标准格式。它可能涉及以下任务:

过滤:仅将特定属性加载到数据仓库中。

清除:使用特定的默认值填充空值。

加入:将多个属性加入到一个属性中。

拆分:将单个属性拆分为多个属性。

排序:根据属性对元组进行排序。

3、加载

加载是 ETL 过程的最后一步。从各种来源收集大量数据，转换它们，最后加载到数据

仓库。

ETL 是从不同源系统提取数据，转换数据并将数据加载到数据仓库的过程。

ETL 加载流程图

1.1.3.1.1.3.3 数据引擎设置

数据引擎设置包括引擎类型维护、新增、删除、导入、导出、克隆、查询、保存、测

试执行、执行记录、规则逻辑功能。数据引擎可以根据业务情况定制数据抽取逻辑、清洗

规则定制、校验规则定制、入库逻辑定制等。

1.1.3.1.1.3.4 任务排队情况

可通过任务排队情况模块进行任务查看，任务排队时长及系统任务加载量情况。

1.1.3.1.1.3.5 数据包管理

数据包管理包括但不限于新增、删除、刷新、查询、生成加密文件、查看结果、执行

日志、下载、复制、Ukey 管理。可以结合业务情况随时增加数据包，并对数据包的名称、

规则等信息进行维护。

1.1.3.1.1.3.6 数据包生成

通过数据包管理的基础设置生成相应设置下的数据包，为数据的交互、转换提供支撑。



1.1.3.1.1.3.7 穿透记录查询

通过穿透记录查询，实时查询部及调取省数据时间，监控查看部省通道畅通情况。

1.1.3.1.1.3.8 数据同步版本查看

通过该模块进行数据同步的版本查看，鉴别同步数据的版本异常。

1.1.3.1.1.3.9 数据引擎版本查看

通过该模块进行数据引擎的版本查看。

定制软件功能

1.1.3.1.1.4基础数据子系统

本子系统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加快推进利用

路况检测设备、手持 APP 终端等做好公路基础数据的自动化采集，对接基于《公路技术状

况评定标准》等规定生成的相关数据，实现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基础数据和电子地图成果

的更新使用，实现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路面技术状况评定情况、桥梁评定情况的管理。

1.1.3.1.1.4.1 业务逻辑描述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基础数据管理是

主要是将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现有系统的基础数据接入后作为其他模块数据基础进行管理，

实现基础数据的录入、导入、确认、查询等功能。以路线、桥梁基础数据作为支撑，保证

基础数据与项目一致。

1.1.3.1.1.4.2 功能框架图

基础数据子系统功能框架图



1.1.3.1.1.4.3 采集范围

包括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路线基础信息和桥梁基础信息。

1.1.3.1.1.4.4 功能设计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桥梁基础信息

对于接入后的普通省道桥梁基础，可以进行导出、查询等相应核实操作，如需调整在

现有系统调整后导入。

（1）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桥梁基础信息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对已新增的信息

可以进行列表展示操作。

（2）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桥梁基础信息新增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实现新增补充桥

梁基础信息操作。

（3）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桥梁基础信息删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对已新增或导入

的信息可以进行删除操作。

（4）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桥梁基础信息保存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对新增或编辑的桥

梁基础信息可多次保存操作，避免用户在编辑大量桥梁基础信息内容后，由于突发情况而

未保存。

（5）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桥梁基础信息导入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通过导入功能导

入桥梁基础信息。

（6）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桥梁基础信息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对已导入的信息

可以进行导出核实操作。

（7）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桥梁基础信息自定义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以根据基础信息

指标进行相应查询。

（8）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桥梁基础信息明细汇总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以对己导入和己

新增的桥梁基础信息明细进行汇总显示。



（9）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桥梁基础信息明细数据确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以对己导入和己

新增的桥梁基础信息明细进行数据确认，确认后数据方可正式展示。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路线基础信息管理

对于接入后的普通省道路线基础，可以进行导出、查询等相应核实操作，如需调整在

现有系统调整后导入。

（1）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路线基础信息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对已新增的信息

可以进行列表展示操作。

（2）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路线基础信息新增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实现新增补充路

线基础信息操作。

（3）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路线基础信息删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对已新增或导入

的信息可以进行删除操作。

（4）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路线基础信息保存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对新增或编辑的路

线基础信息可多次保存操作，避免用户在编辑大量路线基础信息内容后，由于突发情况而

未保存。

（5）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路线基础信息导入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通过导入功能导

入路线基础信息。

（6）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路线基础信息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对已导入的信息

可以进行导出核实操作。

（7）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路线基础信息自定义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以根据基础信息

指标进行相应查询。

（8）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路线基础信息明细汇总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以对己导入和己



新增的路线基础信息明细进行汇总显示。

（9）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路线基础信息明细数据确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以对己导入和己

新增的路线基础信息明细进行数据确认，确认后数据方可正式展示。

1.1.3.1.1.5综合展示子系统

1.1.3.1.1.5.1 业务逻辑描述

本子系统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以普通省道和

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等项目为主体，对其附属的交通相关数据以及财政相关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并且基于不同的口径和维度进行数据可视化展示。本子系统主要包含大屏分析、统

计报表等功能。

1.1.3.1.1.5.2 功能框架图

综合展示子系统功能框架图

其中大屏分析模块包括以下两部分：

一、总体分析

按照全省一张图、可层层点击展开数据的构想进行设计。以全省公路路线图为底图，

全省各级、乡、村各类道路可逐级展示和分析，在最末端通过项目画像和线路画像的形式

详细展示项目建设。

大屏分析包含公路建设养护总体情况大屏、资金投入大屏、项目进度大屏、养护成效

大屏、考核测算大屏、存量资产大屏等。

大屏能通过不同图形进行展示，包括地图、柱形图、折线图、饼图、漏斗图、散点图、



雷达图、族谱、文字图层、表格等图形展示。

二、明细分析

1、总体情况可视化展示

通过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不同维度，分析不同行政等级道路情况。具体应涵盖公路建

设计划新改建里程、实际新改建里程、养护工程计划里程、实际养护里程、日常养护里程、

公路建设计划投入、公路建设投入实际完成、公路养护计划投入、公路养护投入实际完成、

养护工程计划投入、养护工程实际完成以及日常养护投入计划和实际完成，还包括财政预

算安排级、财政累计拨付以及拨付是当年项目还是往年项目，并且能按市级层面和县区分

层展示，实现数据从汇总到明细的穿透和多年度对比。

2、资金投入情况可视化展示

实时直观地按年度展示当年总项目预算、总项目支出、当期项目支出、往年支出金额。

展示辖下各县单的资金投入情况及对各县投入金额进行以柱状图或饼图方式进行明晰排

序，使用分层设色地图方式对下辖各县单位的资金投入占比进行热力图标示。以饼图方式

来构现建设项目财政资金构成及养护工程项目财政资金构成，要能明确体现出中央财政资

金、海南省财政资金、市级财政资金、县级财政资金、乡镇财政资金、社会资金的占比情

况。

3、项目进度可视化展示

应尽可能通过设计与技术来实现对年度公路建设养护项目的整体情况展示，以建设、

养护、其他的分类展示方式来展示相应数据，其中至少包含计划项目书、开工项目数、开

工率、交竣项目数、完工率、计划建设里程、已完工里程、建设养护进度等数据，并以这

些数据来支撑汇总展示出当年计划项目总量、计划总投资金额、已实施采购项目数、招标

总金额、已完工项目数量、已完成投资总额等领域重点关注信息。

同时，以技术手段来对项目对应资金情况进行汇聚计算，以科学合理的方式来展示项

目相关资金的整体拨付进度以及公路建设、养护工程、其他这三大类项目的资金占比，还

将资金分为财政资金与非财政资金各自在项目中的占比情况进行展示，至少有当年、往年、

同比、环比、拨付进度等项目。

应选用柱状图等视觉手段来展示辖下曲线单位本年计划金额、招标金额、拨付金额的

整体情况并排比。

4、养护成效可视化展示

以先进的大数据技术手段对公路建设养护成效进行数据汇聚，并将数据以热力图、占

比图等强烈对比方式对养护成效进行成果展示，应切实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对辖下养护资



金总数、均公里投入进行排名，细分大中修、人员指出、零星工程、其他资金在养护资金

中占比情况。对辖下道路的优良率进行排名，排名由评定率、优良率、优良里程来进行综

合计算，同时显示优等路、良等路、中等路、次等路、差等路在评定等级中的占比情况。

5、考核测算可视化展示

统计计算并展示建设投资任务完成率、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里程任务完成率、乡

镇通三级公路任务完成率、自然村通硬化路任务完成率、危桥改造任务完成率、村道安防

工程任务完成率来支撑建设完成率数据展示。

统计普通省道优良路比率、农村公路优良路比率、普通省道一二类桥梁数量占普通省

道桥梁总数比率、农村公路一二三类桥梁数量占农村公路桥梁总数比率来支撑养护完成率

计算。

统计地方财政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资金投入规模与上年比率、地方财政普通省道

和农村公路养护资金投入规模与上年比率来展示财政投入情况。

用以上三类数据来考核测算综合完成率。

分地区显示辖下的建设养护资金投入情况。

6、路线技术评定结果地图展示

实时展示辖下公路总里程数及评定率、养护里程、列养率数据，展示优等路、良等路、

中等路、次等路、差等路综合占比。按路面宽度来分类显示各宽度等级公路占比情况，按

技术等级来区分展示高速、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与等外公路的综合占比。按路面类型

来区分显示沥青混凝土路面、水泥混凝土路面、简易铺装路面、沥青砾石、沥青表面道路

的占比情况。

采用热力图方式来展示辖下的公路里程数。

7、统计报表功能描述如下：

通过统计报表功能实现日常业务中用到的数据统计、进度统计要求，并实现汇总数据

到明细数据的层层钻取。根据实际业务和系统中存在的业务数据进行定制开发相应表格样

式满足实际需要。

1.1.3.1.1.5.3 功能设计

分析设计

分析设计模块包括新建大屏、大屏模块描述、编辑大屏、复制大屏、删除大屏、查看

大屏等功能。其中大屏模块包括地图、柱形图、折线图、饼图、漏斗图、散点图、雷达图、

族谱、文字图层、表格等图形展示。



（1）新建大屏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新建

大屏可以填写大屏相关信息。

（2）大屏模块

包括一下几种图形展示：

 地图

 图标－柱形图

 折线图

 饼图

 漏斗图

 散点图

 雷达图

 族谱

 文字图层

 表格

 多层环

（3）编辑大屏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点击编

辑按钮可以修改大屏的相关信息。

（4）复制大屏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复

制一个当前的模块。

（5）删除大屏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点击删

除可以将已有大屏删除。

（6）查看大屏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点击查

看按钮，可以弹出打开新的网页窗口查看该大屏模块内容。

一、分类管理

分类管理将大屏进行分类管理，包括新增分类、填写分类信息、模块说明、编辑、删

除等。



（1）新增分类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新

增自定义分类信息。

（2）模块说明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有

一个标识区分该分类属于哪一个模块。

（3）编辑分类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修

改调整。

（4）删除分类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删

除分类。

二、数据源管理

数据源管理包括新建数据源、编辑数据源、删除数据源、执行数据源。数据源信息包

括数据源 名称、数据库类型、数据库链接地址、数据库链接用户等信息，实现与业务

系统链接。

（1）新建数据源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新增数

据源填写数据源相关信息。

（2）编辑数据源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编

辑数据源相关信息。

（3）删除数据源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删

除已新增的数据源

（4）执行数据源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通过

点击执行测试数据源配置是否连通。

三、总体情况可视化展示

1、总体情况可视化展示地图钻取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总体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通过地图展示和实现地图钻取功能。

2、总体情况可视化行政等级切换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总体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通过图形实现行政等级进行切换获取对应数据的功能。

3、总体情况可视化汇总数据到明细层层钻取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总体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通过总体数据可查看明细数据，实现层层钻取的功能。

4、计划及完成投资额明细钻取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总体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通过总体数据可查看明细数据，实现层层钻取的功能。

5、计划及完成里程明细钻取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总体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通过总体数据可查看明细数据，实现层层钻取的功能。

6、招标金额明细钻取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总体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通过总体数据可查看明细数据，实现层层钻取的功能。

7、财政预算累计明细钻取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总体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通过总体数据可查看明细数据，实现层层钻取的功能。

8、总体情况数据可视化展示

本功能为通过分析设计文字图层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总体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对计划总里程、计划总投资、财政累计投入、完成总里

程等数据项进行数据分析展示。

9、公路建设里程计划新改建和实际新改建对比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总体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可切换全部、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也可通过地图切换

不同区域，来对多年度公路建设里程计划新改建和实际新改建对比情况进行数据分析展示。

10、公路建设里程计划投资额和实际完成额对比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总体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可切换全部、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也可通过地图切换

不同区域，来对多年度公路建设里程计划投资额和实际完成额对比情况进行数据分析展示。



11、养护工程里程计划养护里程和实际养护里程对比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总体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可切换全部、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也可通过地图切换

不同区域，来对多年度养护工程里程计划养护里程和实际养护里程对比情况进行数据分析

展示。

12、养护工程投资计划额和实际完成额对比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总体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可切换全部、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也可通过地图切换

不同区域，来对多年度养护工程投资计划额和实际完成额对比情况进行数据分析展示。

13、日常养护里程路线里程和日常养护里程对比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总体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可切换全部、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也可通过地图切换

不同区域，来对多年度日常养护里程路线里程和日常养护里程对比情况进行数据分析展示。

14、日常养护投入投资计划额和实际完成额对比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总体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可切换全部、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也可通过地图切换

不同区域，来对多年度日常养护投入投资计划额和实际完成额对比情况进行数据分析展示。

四、资金投入情况可视化展示

1、资金投入情况可视化展示地图钻取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资金投入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通过地图展示和实现地图钻取功能。

2、资金投入情况可视化行政等级切换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资金投入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通过图形实现行政等级进行切换获取对应数据的功

能。

3、资金投入情况可视化汇总数据到明细层层钻取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资金投入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通过总体数据可查看明细数据，实现层层钻取的功

能。

4、总预算构成（按区划）汇总钻取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资金投入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通过总体数据可查看明细数据，实现层层钻取的功

能。

5、总预算支出钻取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资金投入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通过总体数据可查看明细数据，实现层层钻取的功

能。

6、资金投入情况数据可视化展示

本功能为通过分析设计文字图层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资金投入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对财政总预算、财政总支出、当期项目支出、往年

项目支出等数据项进行数据分析展示。

7、各地区资金投入对比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总体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可切换全部、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也可通过地图切换

不同区域，来对多年度各地区资金投入对比情况进行数据展示。

8、建设项目资金构成对比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总体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可切换全部、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也可通过地图切换

不同区域，来对多年度建设项目资金构成对比情况进行数据展示。

9、养护工程项目资金构成对比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总体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可切换全部、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也可通过地图切换

不同区域，来对多年度养护工程项目资金构成对比情况进行数据展示。

10、日常养护项目资金构成对比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总体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可切换全部、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也可通过地图切换

不同区域，来对多年度日常养护项目资金构成对比情况进行数据展示。

五、项目进度可视化展示

1、项目进度可视化展示地图钻取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项目进度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通过地图展示和实现地图钻取功能。

2、项目进度可视化行政等级切换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项目进度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通过图形实现行政等级进行切换获取对应数据的功能。

3、项目进度可视化汇总数据到明细层层钻取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项目进度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通过总体数据可查看明细数据，实现层层钻取的功能。

4、总计划数量明细钻取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项目进度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通过总体数据可查看明细数据，实现层层钻取的功能。

5、养护工程明细钻取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项目进度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通过总体数据可查看明细数据，实现层层钻取的功能。

6、建设工程明细钻取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项目进度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通过总体数据可查看明细数据，实现层层钻取的功能。

7、项目进度整体情况数据可视化展示

本功能为通过分析设计文字图层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项目进度整体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对计划项目总数量、年度计划总投资、已实施

采购项目数、已招标总金额、已完工项目数量、已完成总支出等数据项进行数据展示。

8、项目进度公路建设情况数据可视化展示

本功能为通过分析设计文字图层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项目进度整体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对计划项目数、开工项目数、开工率、计划建

设里程、建设进度等数据项进行数据展示。

9、项目进度养护工程情况数据可视化展示

本功能为通过分析设计文字图层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项目进度整体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对计划项目数、开工项目数、完工率、计划养

护里程、养护进度等数据项进行数据展示。

10、项目进度资金拨付进度数据可视化展示

本功能为通过分析设计文字图层、饼图等数据可视化形式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

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现项目进度整体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对财政资金和非财政

资金等数据项进行数据展示。

11、计划金额、招标金额和拨付金额对比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总体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可通过柱状图切换不同区域，来对计划金额、招标金额

和拨付金额情况进行数据展示。

六、养护成效可视化展示

1、养护成效可视化展示地图钻取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养护成效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通过地图展示和实现地图钻取功能。

2、养护成效可视化行政等级切换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养护成效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通过图形实现行政等级进行切换获取对应数据的功能。

3、养护成效可视化汇总数据到明细层层钻取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养护成效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通过总体数据可查看明细数据，实现层层钻取的功能。

4、养护成效总体情况数据可视化展示

本功能为通过分析设计文字图层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养护成效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对评定总里程等数据项进行数据展示。

5、养护资金排名对比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总体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可切换全部、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也可通过地图切换

不同区域，来对养护资金排名情况进行数据展示。

6、优良率排名对比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总体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可切换全部、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也可通过地图切换

不同区域，来对多年度优良率排名情况进行数据展示。

7、养护资金构成占比对比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总体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可切换全部、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也可通过地图切换

不同区域，来对多年度养护资金构成占比对比情况进行数据展示。

8、评定等级占比对比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总体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可切换全部、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也可通过地图切换



不同区域，来对多年度评定等级占比对比情况进行数据展示。

七、考核测算可视化展示

1、考核测算可视化展示地图钻取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考核测算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通过地图展示和实现地图钻取功能。

2、考核测算可视化行政等级切换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考核测算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通过图形实现行政等级进行切换获取对应数据的功能。

3、考核测算可视化汇总数据到明细层层钻取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考核测算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通过总体数据可查看明细数据，实现层层钻取的功能。

4、考核测算综合完成率数据可视化展示

本功能为通过分析设计文字图层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考核测算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对建设、养护、财政投入的各项完成情况等数据项进行

数据展示。

5、分地区建设养护资金投入数据可视化展示

本功能为通过分析设计文字图层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考核测算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对各地区建设养护资金投入等数据项进行数据展示。

八、存量资产可视化展示

1、存量资产可视化展示地图钻取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存量资产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通过地图展示和实现地图钻取功能。

2、存量资产可视化行政等级切换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存量资产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通过图形实现行政等级进行切换获取对应数据的功能。

3、存量资产可视化汇总数据到明细层层钻取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存量资产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通过总体数据可查看明细数据，实现层层钻取的功能。

4、存量资产总体数据可视化展示

本功能为通过分析设计文字图层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存量资产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对评定总里程、评定率、养护里程等数据项进行数据分



析展示。

5、评定等级占比对比数据可视化展示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总体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可切换全部、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也可通过地图切换

不同区域，来对多年度评定等级占比对比情况进行数据展示。

6、路面宽度对比数据可视化展示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总体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可切换全部、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也可通过地图切换

不同区域，来对多年度路面宽度对比情况进行数据展示。

7、技术等级对比数据可视化展示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总体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可切换全部、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也可通过地图切换

不同区域，来对多年度技术等级对比情况进行数据展示。

8、路面类型划分对比数据可视化展示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总体情况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可切换全部、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也可通过地图切换

不同区域，来对多年度路面类型划分对比情况进行数据展示。

九、路线技术评定结果地图展示

1、路线技术评定结果可视化展示地图钻取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路线技术评定结果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通过地图展示和实现地图钻取功能。

2、路线技术评定结果可视化行政等级切换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路线技术评定结果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通过图形实现行政等级进行切换获取对应数据

的功能。

3、路线技术评定结果可视化汇总数据到明细层层钻取

本功能通过分析设计数据可视化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路线技术评定结果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通过总体数据可查看明细数据，实现层层钻取

的功能。

4、路线技术评定结果数据可视化展示

本功能为通过分析设计文字图层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路线技术评定结果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对路线技术评定结果数据项进行数据分析展示。

十、项目画像展示

1、项目画像基本信息

本功能为通过分析设计文字图层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项目画像基本信息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对项目画像基本信息数据项进行数据分析展示。

2、项目画像资金构成

本功能为通过分析设计文字图层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项目画像资金构成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对项目画像资金构成数据项进行数据分析展示。

3、项目画像采购信息

本功能为通过分析设计文字图层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项目画像采购信息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对项目画像采购信息数据项进行数据分析展示。

4、项目画像路线地图

本功能为通过分析设计文字图层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项目画像路线地图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对项目画像路线地图数据项进行数据分析展示。

5、项目画像进度信息

本功能为通过分析设计文字图层进行美化，本功能可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管理来实

现项目画像进度信息可视化展示编码功能。对项目画像进度信息数据项进行数据分析展示。

统计报表

通过统计报表，实现常规统计表制作功能。包括新增、修改、删除、报表查询、导出

等功能。

（1）报表设计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分析

设计模块包括新建报表、编辑报表、复制报表、删除报表、查看报表等功能。

（2）新建报表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点击

新建大屏可以填写报表相关信息。

（3）编辑报表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点击

编辑按钮可以修改报表的相关信息。

（4）复制报表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复



制一个当前的模块。

（5）删除报表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点击

删除可以将已有报表删除。

（6）查看报表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点击

查看按钮，可以弹出打开新的网页窗口查看该报表模块内容。

一、分类管理

分类管理将报表进行分类管理，包括新增分类、填写分类信息、模块说明、编辑、删

除等。

（1）新增分类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新

增自定义分类信息。

（2）模块说明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有

一个标识区分该分类属于哪一个模块。

（3）编辑分类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修

改调整。

（4）删除分类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删

除分类。

二、数据源

数据源管理包括新建数据源、编辑数据源、删除数据源、执行数据源。数据源信息包

括数据源 名称、数据库类型、数据库链接地址、数据库链接用户等信息，实现与业务

系统链接。

（1）新建数据源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新增

数据源填写数据源相关信息。

（2）编辑数据源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编



辑数据源相关信息。

（3）删除数据源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删

除已新增的数据源

（4）执行数据源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通过

点击执行测试数据源配置是否连通。

三、日常录入类报表展示

本功能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来编码，以报表形式展示日常录入类报表。

四、总体情况报表展示

本功能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来编码，以报表形式展示总体情况报表。

五、资金投入情况报表展示

本功能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来编码，以报表形式展示资金投入情况报表。

六、项目进度报表展示

本功能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来编码，以报表形式展示项目进度报表。

七、养护成效报表展示

本功能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来编码，以报表形式展示养护成效报表。

八、存量资产报表展示

本功能通过分类管理和数据源来编码，以报表形式展示存量资产报表。

1.1.3.1.1.6计划管理子系统

1.1.3.1.1.6.1 业务逻辑描述

本子系统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完成

全省各级交通运输部门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类项目计划的滚动编制和下达执行，

管理项目基本信息、前期工作情况、计划安排情况及执行情况。建设计划项目来源于项目

库。



1.1.3.1.1.6.2 功能框架图

计划管理子系统功能框架图

流程图如下：

计划管理子系统流程图

1.1.3.1.1.6.3 采集范围

包括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新改建、养护工程、危桥改造、三级公路通乡镇、自然村通

硬化路、村道安防工程以及日常养护等项目。计划项目按项目属性包括本年新增项目、往



年延续项目、往年完工未支付项目。

1.1.3.1.1.6.4 功能设计

计划项目管理

主要包括：建设和养护工程计划项目动态列表展示、建设和养护工程计划项目动态申

报、建设和养护工程计划项目删除、建设和养护工程计划项目保存、建设和养护工程计划

项目调整、建设和养护工程计划项目查询、建设和养护工程计划项目汇总、建设和养护工

程计划项目确认、建设和养护工程计划项目审核如下：

1、 建设和养护工程计划项目动态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实现普通省道和

农村公路项目条数过多分页列表展示功能。

2、 建设和养护工程计划项目动态申报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实现动态申报普

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项目操作。

3、 建设和养护工程计划项目删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实现普通省道和

农村公路项目删除功能。

4、 建设和养护工程计划项目保存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对新增或编辑的普

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项目可多次保存操作，避免用户在编辑大量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项目内

容后，由于突发情况而未保存。

5、 建设和养护工程计划项目调整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实现普通省道和

农村公路项目调整功能。

6、 建设和养护工程计划项目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以根据普通省道

和农村公路项目指标进行相应查询。

7、 建设和养护工程计划项目汇总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以对己导入和己

新增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项目进行汇总显示。

8、 建设和养护工程计划项目确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以对己导入和己

新增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项目进行数据确认，确认后数据方可正式展示。

9、 建设和养护工程计划项目审核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以对己导入和己

新增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项目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数据方可正式展示。

计划项目附属信息管理

主要包括：计划项目资金来源列表展示、计划项目资金来源新增、计划项目资金来源

保存、计划项目资金来源导出、计划项目路线信息列表展示、计划项目路线信息新增、计

划项目路线信息保存、计划项目路线信息导入、计划项目路线信息导出、 计划项目通

三级公路乡镇管理列表展示、计划项目通三级公路乡镇管理新增、 计划项目通三级公

路乡镇管理保存、计划项目通三级公路乡镇管理导出、计划项目通硬化路自然村列表展示、

计划项目通硬化路自然村新增、计划项目通硬化路自然村保存、计划项目通硬化路自然村

导出、计划项目村道安防工程列表展示、计划项目村道安防工程新增、 计划项目村道安

防工程保存、计划项目村道安防工程导出、计划项目危桥改造列表展示、计划项目危桥改

造新增、计划项目危桥改造保存、计划项目危桥改造导出、附属信息与项目信息关联管理

如下：

1、 计划项目资金来源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实现普通省道和

农村公路计划项目资金来源列表展示功能。

2、 计划项目资金来源动态新增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实现新增普通省

道和农村公路计划项目资金来源操作。

3、 计划项目资金来源删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实现普通省道和

农村公路项目删除功能。

4、 计划项目资金来源保存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对新增或编辑的普

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项目可多次保存操作，避免用户在编辑大量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项目内

容后，由于突发情况而未保存。

5、 计划项目资金来源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实现普通省道和

农村公路项目导出功能。

6、 计划项目路线信息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实现普通省道和

农村公路计划项目路线信息列表展示功能。

7、 计划项目路线信息动态新增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实现新增普通省

道和农村公路计划项目路线信息操作。

8、 计划项目路线信息删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实现普通省道和

农村公路项目路线信息删除功能。

9、 计划项目路线信息保存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对新增或编辑的普

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项目可多次保存操作，避免用户在编辑大量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项目内

容后，由于突发情况而未保存。

10、 计划项目路线信息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实现普通省道和

农村公路项目路线信息导出功能。

11、 计划项目路线信息导入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实现普通省道和

农村公路项目路线信息导入功能。

12、 计划项目通三级公路乡镇管理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实现普通省道和

农村公路计划项目通三级公路乡镇管理列表展示功能。

13、 计划项目通三级公路乡镇管理动态新增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实现新增普通省

道和农村公路计划项目通三级公路乡镇管理操作。

14、 计划项目通三级公路乡镇管理保存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对新增或编辑的普

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项目可多次保存操作，避免用户在编辑大量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项目内

容后，由于突发情况而未保存。



15、 计划项目通三级公路乡镇管理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实现普通省道和

农村公路项目通三级公路乡镇管理导出功能。

16、 计划项目通硬化路自然村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实现普通省道和

农村公路计划项目通硬化路自然村列表展示功能。

17、 计划项目通硬化路自然村动态新增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实现新增普通省

道和农村公路计划项目通硬化路自然村操作。

18、 计划项目通硬化路自然村保存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对新增或编辑的普

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项目可多次保存操作，避免用户在编辑大量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项目内

容后，由于突发情况而未保存。

19、 计划项目通硬化路自然村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实现普通省道和

农村公路项目通硬化路自然村导出功能。

20、 计划项目村道安防工程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实现普通省道和

农村公路计划项目村道安防工程列表展示功能。

21、 计划项目村道安防工程动态新增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实现新增普通省

道和农村公路计划项目村道安防工程操作。

22、 计划项目村道安防工程保存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对新增或编辑的普

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项目可多次保存操作，避免用户在编辑大量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项目内

容后，由于突发情况而未保存。

23、 计划项目村道安防工程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实现普通省道和

农村公路项目村道安防工程导出功能。

24、 计划项目危桥改造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实现普通省道和



农村公路计划项目危桥改造列表展示功能。

25、 计划项目危桥改造动态新增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实现新增普通省

道和农村公路计划项目危桥改造操作。

26、 计划项目危桥改造保存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对新增或编辑的普

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项目可多次保存操作，避免用户在编辑大量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项目内

容后，由于突发情况而未保存。

27、 计划项目危桥改造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实现普通省道和

农村公路项目危桥改造导出功能。

28、 附属信息与项目信息关联管理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可实现普通省道和

农村公路项目附属信息与项目信息关联管理功能。

1.1.3.1.1.7建设管理子系统

1.1.3.1.1.7.1 业务逻辑描述

本子系统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业务对象为建

设类项目，基于系统完成全省各级交通运输部门和财政部门针对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以

奖代补”考核相关财政数据的归集和汇总。实现对全省建设项目的建设进度情况、资金投

入情况等业务的管理。建设单位在项目开工后，须及时更新项目推进情况，按照月度和年

度生成汇总数据和明细数据。



1.1.3.1.1.7.2 功能框架图

建设管理子系统功能框架图

1.1.3.1.1.7.3 设计思路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管理

1、功能描述

采购项目主要通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获取，部分项目不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登记范围内

的招投标采购项目，通过人工录入的方式进行登记。采购项目需与计划项目建立钩稽关系，

形成项目链条管理，满足对当年计划项目招投标进度的分析。

中标合同需区分设计、监理、施工进行类别管理，实现建设投资进行精细化管理。



建设管理子系统流程图

2、采集范围

包括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新建、改建、扩建、危桥改造、三级公路通乡镇、自然村通

硬化路、村道安防工程等项目。

采购信息应包括采购基本信息、中标信息、合同信息、合同付款批次等。

在获取采购信息的同时，需将中标企业一并纳入平台管理，为后续企业注册、填写施

工进度、建立报告等做好衔接。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施工进度管理

1、项目建设进度

（1）功能描述

项目建设进度主要体现项目形象进度管理，具体工程进度包括建筑工程进度、施工工

程进度、设备工器具购置进度等。有条件的地区需由施工注册移动端进行填报，由建设单

位核查，也可由施工单位代录入。进度信息与既有项目监理勾稽关系。为满足考核要求，



在现有系统未改造完成之前可通过系统同时维护，在现有系统更新完善后，可由现有系统

接入。

（2）采集范围

已完成采购招投标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新建、改建、扩建、危桥改造、三级公路通

乡镇、自然村通硬化路、村道安防工程等项目。

2、计划实际完成情况

（1）功能描述

计划实际完成情况是报部必要要素之一，针对 5000 万以上的项目采取形象进度进行

取数，针对 5000 万以下的项目采取实际投入进度取数，建设初期先由业主单位录入。计

划实际完成情况与计划项目建立钩稽关系，实现计划数与实际完成数的对照。

（2）采集范围

系统内已有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新建、改建、扩建、危桥改造、三级公路通乡镇、

自然村通硬化路、村道安防工程计划项目。

3、施工质量监督

公路工程质量监督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工程质量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和规范的执行情况；

2）从业单位的质量保证体系及其运转情况；

3）勘察、设计质量情况，工程质量情况，使用的材料、设备质量情况；

4）工程试验检测工作情况；

5）工程质量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规范性、合法性情况；

6）从业单位在工程实施过程中的质量行为。

（1）功能描述

由监理单位注册系统填写，包括监督质量问题描述和上传监督质量报告等方式进行管

理并与相应采购招投标项目合同建立钩稽关系。施工质量监督应包括监督日期、监督报告

附件等内容。

（2）采集范围

系统内已有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新建、改建、扩建、危桥改造、三级公路通乡镇、

自然村通硬化路、村道安防工程未完工采购项目。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验收管理

1、功能描述



针对已交工、竣工的项目由业主单位填写交竣工验收信息且与项目信息建立钩稽关系，

实现项目竣工验收管理。

2、采集范围

系统内已有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新建、改建、扩建、危桥改造、三级公路通乡镇、

自然村通硬化路、村道安防工程交竣工的采购项目。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资金结算管理

1、功能描述

实现对交竣工项目的资金结算管理，由业主单位填写，与采购项目合同建立钩稽关系，

相关主管部门审核。资金结算管理应包括资金结算日期、资金结算金额、附件等内容。

2、采集范围

系统内已有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新建、改建、扩建、危桥改造、三级公路通乡镇、

自然村通硬化路、村道安防工程交竣工的采购项目。

1.1.3.1.1.7.4 功能设计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

类项目，实现对全省建设类项目的建设进度情况、资金投入情况等业务的综合性管理。本

功能涉及到的数据资源主要包括年度、行政区划、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完成额（万元）、普

通省道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完成额（万元）、农村公路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完成额（万元）、

计划新改建里程（公里）、普通省道新改建里程（公里）、农村公路新改建里程（公里）、

计划新增通三级及以上公路乡镇个数（个）、计划新增通硬化路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

个数（个）、计划完成危桥改造数量（座）、计划完成村道安防工程里程（公里）等内容。

涉及到的功能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管理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

类项目，包括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列表展示、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申报、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删除、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保存、普通省道和农村

公路采购项目查询、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汇总、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确

认以下：

1、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列表展示功能。



2、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申报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新增普通省道采购项目，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的基本信息。

3、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删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删除新增的普通省道采购项目。

4、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保存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对新增或编辑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可多次保存操作，避免用户在编辑大

量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内容后，由于突发情况而未保存。

5、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根据对应的要素查询相应的普通省道采购项目。

6、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汇总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对己新增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进行汇总显示。

7、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确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对己新增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进行数据确认，确认后数据方可正式

展示。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合同管理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

类项目，包括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合同列表展示、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

合同申报、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合同删除、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合同保

存、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合同查询、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合同汇总、普

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合同确认以下：

1、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合同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列表展示功能。

2、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合同申报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新增普通省道采购项目合同信息，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的合同信息。

3、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合同删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删除新增的普通省道采购项目合同信息。

4、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合同保存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对新增或编辑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合同信息可多次保存操作，避免用户

在编辑大量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合同内容后，由于突发情况而未保存。

5、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合同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根据对应的要素查询相应的普通省道采购项目合同。

6、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合同汇总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对己新增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合同进行汇总显示。

7、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合同确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对己新增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合同进行数据确认，确认后数据方可

正式展示。

8、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合同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对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合同可以进行导出核实操作。

9、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合同附件上传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对于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合同可上传附件作为采购项目的一部分。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中标信息管理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

类项目，包括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中标信息列表展示、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

项目中标信息申报、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中标信息删除、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

购项目中标信息保存、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中标信息查询、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



采购项目中标信息汇总、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中标信息确认以下：

1、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中标信息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中标信息列表展示功能。

2、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中标信息申报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新增普通省道采购项目，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的中标信息。

3、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中标信息删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删除新增的普通省道采购项目中标信息。

4、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保存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对新增或编辑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中标信息可多次保存操作，避免用户

在编辑大量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中标信息内容后，由于突发情况而未保存。

5、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中标信息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根据对应的要素查询相应的普通省道采购项目中标信息。

6、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中标信息汇总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对己新增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中标信息进行汇总显示。

7、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中标信息确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对己新增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中标信息进行数据确认，确认后数据

方可正式展示。

8、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中标信息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对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中标信息可以进行导出核实操作。

9、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中标信息附件上传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对于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中标信息可上传附件作为采购项目的一部分。



PC 端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类采购项目施工进度管理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

类项目，包括 PC 端施工进度项目列表展示、PC 端施工进度项目查询、PC 端施工进度项目

汇总、PC 端施工进度明细代录、PC 端施工进度删除、PC 端施工进度审核、PC 端施工进度

保存、PC 端施工进度附件上传以下：

1、PC 端施工进度项目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 PC 端施工进度列表展示功能。

2、PC 端施工进度明细代录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代录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的 PC 端施工进度明细。

3、PC 端施工进度删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删除新增的普通省道采购项目 PC 端施工进度。

4、PC 端施工进度保存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对新增或编辑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 PC 端施工进度可多次保存操作，避

免用户在编辑大量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 PC 端施工进度内容后，由于突发情况而

未保存。

5、PC 端施工进度项目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根据对应的要素查询相应的普通省道采购项目 PC 端施工进度。

6、PC 端施工进度项目汇总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对己新增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 PC 端施工进度进行汇总显示。

7、PC 端施工进度审核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对己新增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 PC 端施工进度进行数据确认，确认

后数据方可正式展示。

8、PC 端施工进度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对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 PC 端施工进度可以进行导出核实操作。

9、PC 端施工进度附件上传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对于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 PC 端施工进度可上传附件作为采购项目的一部

分。

移动端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类采购项目施工进度管理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

类项目，包括移动端施工进度项目列表展示、移动端施工进度项目查询、移动端施工进度

项目汇总、移动端施工进度明细代录、移动端施工进度删除、移动端施工进度审核、移动

端施工进度保存、移动端施工进度附件上传以下：

1、移动端施工进度项目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

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移动端施工进度列表展示功能。

2、移动端施工进度明细新增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新增普通

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的移动端施工进度明细。

3、移动端施工进度删除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删除新增

的普通省道采购项目移动端施工进度。

4、移动端施工进度保存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对新增或编辑

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移动端施工进度可多次保存操作，避免用户在编辑大量普

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移动端施工进度内容后，由于突发情况而未保存。

5、移动端施工进度项目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根据对应

的要素查询相应的普通省道采购项目移动端施工进度。

6、移动端施工进度项目汇总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对己新增

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移动端施工进度进行汇总显示。

7、移动端施工进度审核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对己新增

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移动端施工进度进行数据确认，确认后数据方可正式展示。

8、移动端施工进度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对普通省道

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移动端施工进度可以进行导出核实操作。

9、移动端施工进度附件上传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对于普通省道

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移动端施工进度可上传附件作为采购项目的一部分。

PC 端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类采购项目资金到位管理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

类项目，包括 PC 端资金到位项目列表展示、PC 端资金到位项目查询、PC 端资金到位项目

汇总、PC 端资金到位明细代录、PC 端资金到位删除、PC 端资金到位审核、PC 端资金到位

保存、PC 端资金到位附件上传以下：

1、PC 端资金到位项目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 PC 端资金到位列表展示功能。

2、PC 端资金到位明细代录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代录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的 PC 端资金到位明细。

3、PC 端资金到位删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删除新增的普通省道采购项目 PC 端资金到位。

4、PC 端资金到位保存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对新增或编辑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 PC 端资金到位可多次保存操作，避

免用户在编辑大量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 PC 端资金到位内容后，由于突发情况而

未保存。

5、PC 端资金到位项目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根据对应的要素查询相应的普通省道采购项目 PC 端资金到位。



6、PC 端资金到位项目汇总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对己新增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 PC 端资金到位进行汇总显示。

7、PC 端资金到位审核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对己新增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 PC 端资金到位进行数据确认，确认

后数据方可正式展示。

8、PC 端资金到位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对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 PC 端资金到位可以进行导出核实操作。

9、PC 端资金到位附件上传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对于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 PC 端资金到位可上传附件作为采购项目的一部

分。

移动端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类采购项目资金到位管理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

类项目，包括移动端资金到位项目列表展示、移动端资金到位项目查询、移动端资金到位

项目汇总、移动端资金到位明细代录、移动端资金到位删除、移动端资金到位审核、移动

端资金到位保存、移动端资金到位附件上传以下：

1、移动端资金到位项目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

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移动端资金到位列表展示功能。

2、移动端资金到位明细新增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新增普通

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的移动端资金到位明细。

3、移动端资金到位删除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删除新增

的普通省道采购项目移动端资金到位。

4、移动端资金到位保存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对新增或编辑



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移动端资金到位可多次保存操作，避免用户在编辑大量普

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移动端资金到位内容后，由于突发情况而未保存。

5、移动端资金到位项目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根据对应

的要素查询相应的普通省道采购项目移动端资金到位。

6、移动端资金到位项目汇总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对己新增

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移动端资金到位进行汇总显示。

7、移动端资金到位审核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对己新增

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移动端资金到位进行数据确认，确认后数据方可正式展示。

8、移动端资金到位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对普通省道

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移动端资金到位可以进行导出核实操作。

9、移动端资金到位附件上传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对于普通省道

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移动端资金到位可上传附件作为采购项目的一部分。

10、普通省道项目建设进度

普通省道项目建设进度导出、查看详情、分页展示、页面字体大小调整、页

面刷新、自定义显示列等功能。

（1）普通省道建设类项目建设进度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省道项目建设进度导出功能。

（2）普通省道建设类项目建设进度查看详情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省道项目建设进度查看详情功能。

（3）普通省道建设类项目建设进度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省道项目建设进度查询功能。

（4）普通省道建设类项目建设进度分页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省道项目条数过多分页功能。

（5）普通省道建设类项目建设进度界面字体大小调整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省道项目建设界面字体调整功能。

（6）普通省道建设类项目建设进度界面刷新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省道项目建设界面刷新功能。

（7）普通省道建设类项目建设进度界面自定义显示列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实现普通省道项目建设界面自定义显示列功能。

11、普通省道计划实际完成情况

普通省道计划实际完成情况导出、查看详情、分页展示、页面字体大小调整、页面刷

新、自定义显示列等功能。

（1）普通省道建设类项目计划实际完成情况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省道计划实际完成情况导出功能。

（2）普通省道建设类项目计划实际完成情况查看详情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省道计划实际完成情况查看详情功能。

（3）普通省道建设类项目计划实际完成情况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省道计划实际完成情况查询功能。

（4）普通省道建设类项目计划实际完成情况分页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省道计划实际完成情况项目条数过多分页功能。

（5）普通省道建设类项目计划实际完成情况界面字体大小调整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省道计划实际完成情况界面字体调整功能。

（6）普通省道建设类项目计划实际完成情况界面刷新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省道计划实际完成情况界面刷新功能。



（7）普通省道建设类项目计划实际完成情况自定义显示列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省道计划实际完成情况自定义显示列功能。

12、普通省道资金拨付进度

普通省道资金拨付进度导出、查看详情、分页展示、页面字体大小调整、页面刷新、

自定义显示列等功能。

（1）普通省道建设类项目资金拨付进度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省道资金拨付进度导出功能。

（2）普通省道建设类项目资金拨付进度查看详情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省道资金拨付进度查看详情功能。

（3）普通省道建设类项目资金拨付进度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省道资金拨付进度查询功能。

（4）普通省道建设类项目资金拨付进度分页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省道资金拨付进度项目条数过多分页功能。

（5）普通省道建设类项目资金拨付进度界面字体大小调整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省道资金拨付进度界面字体调整功能。

（6）普通省道建设类项目资金拨付进度界面刷新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省道资金拨付进度界面刷新功能。

（7）普通省道建设类项目资金拨付进度自定义显示列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省道资金拨付进度自定义显示列功能。

PC 端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类采购项目质量监督管理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

类项目，包括 PC 端质量监督项目列表展示、PC 端质量监督项目查询、PC 端质量监督项目



汇总、PC 端质量监督明细代录、PC 端质量监督删除、PC 端质量监督审核、PC 端质量监督

保存、PC 端质量监督附件上传以下：

1、PC 端质量监督项目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 PC 端质量监督列表展示功能。

2、PC 端质量监督明细新增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新增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的 PC 端质量监督明细。

3、PC 端质量监督删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删除新增的普通省道采购项目 PC 端质量监督。

4、PC 端质量监督保存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对新增或编辑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 PC 端质量监督可多次保存操作，避

免用户在编辑大量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 PC 端质量监督内容后，由于突发情况而

未保存。

5、PC 端质量监督项目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根据对应的要素查询相应的普通省道采购项目 PC 端质量监督。

6、PC 端质量监督项目汇总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对己新增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 PC 端质量监督进行汇总显示。

7、PC 端质量监督审核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对己新增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 PC 端质量监督进行数据确认，确认

后数据方可正式展示。

8、PC 端质量监督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对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 PC 端质量监督可以进行导出核实操作。

9、PC 端质量监督附件上传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



类用户对于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 PC 端质量监督可上传附件作为采购项目的一部

分。

移动端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类采购项目质量监督管理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

类项目，包括移动端质量监督项目列表展示、移动端质量监督项目查询、移动端质量监督

项目汇总、移动端质量监督明细代录、移动端质量监督删除、移动端质量监督审核、移动

端质量监督保存、移动端质量监督附件上传以下：

1、移动端质量监督项目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

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移动端质量监督列表展示功能。

2、移动端质量监督明细新增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新增普通

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的移动端质量监督明细。

3、移动端质量监督删除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删除新增

的普通省道采购项目移动端质量监督。

4、移动端质量监督保存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对新增或编辑

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移动端质量监督可多次保存操作，避免用户在编辑大量普

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移动端质量监督内容后，由于突发情况而未保存。

5、移动端质量监督项目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根据对应

的要素查询相应的普通省道采购项目移动端质量监督。

6、移动端质量监督项目汇总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对己新增

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移动端质量监督进行汇总显示。

7、移动端质量监督审核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对己新增

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移动端质量监督进行数据确认，确认后数据方可正式展示。

8、移动端质量监督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对普通省道

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移动端质量监督可以进行导出核实操作。

9、移动端质量监督附件上传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对于普通省道

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移动端质量监督可上传附件作为采购项目的一部分。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类采购项目验收管理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

类项目，包括验收项目列表展示、验收项目查询、验收项目汇总、验收明细新增、验收删

除、验收保存、验收附件上传以下：

1、验收项目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

省道和农村公路验收项目列表展示功能。

2、验收明细新增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新增普通

省道和农村公路验收项目明细。

3、验收项目删除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删除新增

的普通省道验收项目。

4、验收项目保存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对新增或编辑

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验收项目可多次保存操作，避免用户在编辑大量普通省道和农村公

路验收项目内容后，由于突发情况而未保存。

5、验收项目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根据对应

的要素查询相应的普通省道验收项目。

6、验收项目汇总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对己新增

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验收项目进行汇总显示。

7、验收项目审核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对己新增



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验收项目进行数据确认，确认后数据方可正式展示。

8、验收项目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对普通省道

和农村公路验收项目可以进行导出核实操作。

9、验收项目附件上传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对于普通省道

和农村公路验收项目可上传附件作为采购项目的一部分。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类计划实际完成情况管理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

类项目，包括计划实际完成情况项目列表展示、计划实际完成情况项目查询、计划实际完

成情况项目汇总、计划实际完成情况明细新增、计划实际完成情况删除、计划实际完成情

况保存、计划实际完成情况附件上传以下：

1、计划实际完成情况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

省道和农村公路计划实际完成情况项目列表展示功能。

2、计划实际完成情况明细新增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新增普通

省道和农村公路计划实际完成情况项目明细。

3、计划实际完成情况删除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删除新增

的普通省道计划实际完成情况项目。

4、计划实际完成情况保存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对新增或编辑

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计划实际完成情况项目可多次保存操作，避免用户在编辑大量普通

省道和农村公路计划实际完成情况项目内容后，由于突发情况而未保存。

5、计划实际完成情况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根据对应

的要素查询相应的普通省道计划实际完成情况项目。

6、计划实际完成情况汇总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对己新增



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计划实际完成情况项目进行汇总显示。

7、计划实际完成情况审核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对己新增

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计划实际完成情况项目进行数据确认，确认后数据方可正式展示。

8、计划实际完成情况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可对普通省道

和农村公路计划实际完成情况项目可以进行导出核实操作。

9、计划实际完成情况附件上传

本功能主要面向建设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建设类项目，这类用户对于普通省道

和农村公路计划实际完成情况可上传附件作为采购项目的一部分。

1.1.3.1.1.8养护管理子系统

1.1.3.1.1.8.1 业务逻辑描述

本子系统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业务对象为养

护类项目，实现对全省养护工程项目实施进度情况、投资完成额和日常养护支出额、完成

工程量等业务的管理。养护单位须及时更新养护项目推进情况，按照季度和年度生成汇总

数据和明细数据。

1.1.3.1.1.8.2 功能框架图

养护管理子系统功能框架图

1.1.3.1.1.8.3 设计思路

养护工程

一、采购管理



（1）功能描述

采购项目主要通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获取，部分项目不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登记范围内

的招投标采购项目，通过人工录入的方式进行登记。采购项目需与计划项目建立钩稽关系，

形成项目链条管理，满足对当年计划项目招投标进度的分析。

中标合同需区分设计、监理、施工进行类别管理，实现建设投资进行精细化管理。

（2）采集范围

包括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工程项目。

采购信息应包括采购基本信息、中标信息、合同信息、合同付款批次等。

在获取采购信息的同时，需将中标企业一并纳入系统管理，为后续企业注册、填写施

工进度、建立报告等做好衔接。

二、进度管理

1、项目建设进度

（1）功能描述

项目建设进度主要体现项目形象进度管理，具体工程进度包括建筑工程进度、施工工

程进度、设备工器具购置进度等。有条件的地区需由施工注册移动端进行填报，由建设单

位核查，也可由施工单位代录入。进度信息与既有项目监理勾稽关系。为满足考核要求，

在现有系统未改造完成之前可通过系统同时维护，在现有系统更新完善后，可由现有系统

接入。

（2）采集范围

已完成采购招投标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新建、改建、扩建、危桥改造、三级公路通

乡镇、自然村通硬化路、村道安防工程等项目。

2、计划实际完成情况

（1）功能描述

计划实际完成情况是报交通运输部必要要素之一，针对 5000 万以上的项目采取形象

进度进行取数，针对 5000 万以下的项目采取实际投入进度取数，建设初期先由业主单位

录入。计划实际完成情况与计划项目建立钩稽关系，实现计划数与实际完成数的对照。

（2）采集范围

系统内既有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工程类计划项目。该数据填报应与月报统计数据

保持一致。

3、施工质量监督

公路工程质量监督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工程质量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和规范的执行情况；

（2）从业单位的质量保证体系及其运转情况；

（3）勘察、设计质量情况，工程质量情况，使用的材料、设备质量情况；

（4）工程试验检测工作情况；

（5）工程质量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规范性、合法性情况；

（6）从业单位在工程实施过程中的质量行为。

（1）功能描述

由监理单位注册系统填写，包括监督质量问题描述和上传监督质量报告等方式进行管

理并与相应采购招投标项目建立钩稽关系。

（2）采集范围

既有未完工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工程类采购项目进行质量监督。

三、验收管理

（1）功能描述

针对已交工、竣工的项目由业主单位填写交竣工验收信息且与项目信息建立钩稽关系，

实现项目竣工验收管理。

（2）采集范围

既有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工程类采购项目信息且是交竣工项目。

四、资金结算管理

（1）功能描述

实现对交竣工项目的资金结算管理，由业主单位填写，与采购项目建立钩稽关系，相

关主管部门审核。

（2）采集范围

既有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工程类交竣工项目。

日常养护

一、管养站点管理

（1）功能描述

通过日常养护管养站点、养护路段管理实现日常养护相关管理要求，需包含站点名称、

站点所属地区、站点人员信息等信息。

（2）采集范围

包括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等管养站点、站点人员等。



技术状况评定管理

一、功能描述

以公路基础数据为数据支撑，对现有公路进行技术评定管理。技术评定指标应包括

PQI、RQI、PCI 等指标信息。通过技术评定情况测算分析公路养护评分情况，通过各项指

标测算公路优、良、中、次、差路线里程及占比情况。

该模块可通过现有养护统计系统接入。

二、采集范围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县道、乡道、村道）技术评定数据。

1.1.3.1.1.8.4 功能设计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

类项目，实现对全省养护工程项目实施进度情况、投资完成额和日常养护支出额、完成工

程量等业务的管理。养护单位须及时更新养护项目推进情况，按照季度和年度生成汇总数

据和明细数据。本功能涉及到的数据资源主要包括路线编码、路段序号、路线名称、起点

名称、起点桩号、止点名称、止点桩号、路线状态、原技术等级、原行政等级、原道路里

程（公里）、原路面宽度（米）、原路面类型（水泥/沥青）、行政等级、技术等级、养

护里程（公里）、养护路面宽度（米）。涉及到的功能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公路技术状况管理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

类项目，包括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公路技术状况列表展示、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公路技术

状况新增、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公路技术状况删除、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公路技术状况保

存、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公路技术状况查询、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公路技术状况汇总、普

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公路技术状况确认、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公路技术状况导入、普通省道

和农村公路公路技术状况导出以下：

1、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公路技术状况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技术状况列表展示功能。

2、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公路技术状况新增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新增普通省道公路技术状况信息。

3、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公路技术状况删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删除新增的普通省道公路技术状况信息。

4、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公路技术状况保存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对新增或编辑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公路技术状况信息可多次保存操作，避免用户

在编辑大量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公路技术状况内容后，由于突发情况而未保存。

5、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公路技术状况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根据对应的要素查询相应的普通省道公路技术状况。

6、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公路技术状况汇总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对己新增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公路技术状况进行汇总显示。

7、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公路技术状况确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对己新增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公路技术状况进行数据确认，确认后数据方可

正式展示。

8、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公路技术状况导入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对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技术状况可以进行导入操作。

9、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公路技术状况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对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技术状况可以进行导出核实操作。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施工进度管理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

类项目，包括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施工进度项目列表展示、普通省道和农

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施工进度项目查询、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施工进度

项目汇总、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施工进度明细代录、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

养护类采购项目施工进度删除、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施工进度审核、普通

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施工进度保存、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施工

进度附件上传以下：



1、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施工进度项目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施工

进度列表展示功能。

2、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施工进度明细新增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新增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施

工进度明细。

3、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施工进度删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删除新增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施工进度。

4、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施工进度保存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对新增或编辑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施工进度可多次保存操作，避

免用户在编辑大量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施工进度内容后，由于突发情况而

未保存。

5、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施工进度项目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根据对应的要素查询相应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施工进度。

6、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施工进度项目汇总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对己新增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施工进度进行汇总显示。

7、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施工进度审核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对己新增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施工进度进行数据确认，确认

后数据方可正式展示。

8、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施工进度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对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施工进度可以进行导出核实操作。

9、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施工进度附件上传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对于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施工进度可上传附件作为采购项目的一

部分。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资金到位管理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

类项目，包括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资金到位项目列表展示、普通省道和农

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资金到位项目查询、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资金到位

项目汇总、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资金到位明细代录、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

养护类采购项目资金到位删除、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资金到位审核、普通

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资金到位保存、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资金

到位附件上传以下：

1、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资金到位项目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资金到位列表展示功能。

2、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资金到位明细新增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新增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资金到位明细。

3、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资金到位删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删除新增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资金到位。

4、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资金到位保存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对新增或编辑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资金到位可多次保存操作，避

免用户在编辑大量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资金到位内容后，由于突发情况而

未保存。

5、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资金到位项目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根据对应的要素查询相应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资金到位。

6、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资金到位项目汇总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对己新增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资金到位进行汇总显示。



7、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资金到位审核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对己新增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资金到位进行数据确认，确认

后数据方可正式展示。

8、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资金到位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对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资金到位可以进行导出核实操作。

9、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资金到位附件上传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对于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资金到位可上传附件作为采购项目的一

部分。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质量监督管理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

类项目，包括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质量监督项目列表展示、普通省道和农

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质量监督项目查询、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质量监督

项目汇总、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质量监督明细代录、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

养护类采购项目质量监督删除、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质量监督审核、普通

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质量监督保存、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质量

监督附件上传以下：

1、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质量监督项目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质量监督列表展示功能。

2、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质量监督明细新增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新增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质量监督明细。

3、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质量监督删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删除新增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质量监督。

4、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质量监督保存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对新增或编辑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质量监督可多次保存操作，避

免用户在编辑大量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质量监督内容后，由于突发情况而

未保存。

5、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质量监督项目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根据对应的要素查询相应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质量监督。

6、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质量监督项目汇总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对己新增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质量监督进行汇总显示。

7、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质量监督审核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对己新增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质量监督进行数据确认，确认

后数据方可正式展示。

8、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质量监督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对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质量监督可以进行导出核实操作。

9、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质量监督附件上传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对于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质量监督可上传附件作为采购项目的一

部分。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验收管理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

类项目，包括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验收项目列表展示、普通省道和农村公

路养护类采购项目验收项目查询、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验收项目汇总、普

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验收明细新增、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验

收删除、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验收保存、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

项目验收附件上传以下：

1、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验收项目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养护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实现普通

省道和农村公路验收项目列表展示功能。



2、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验收明细新增

本功能主要面向养护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新增普通

省道和农村公路验收项目明细。

3、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验收项目删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养护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删除新增

的普通省道验收项目。

4、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验收项目保存

本功能主要面向养护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类用户对新增或编辑

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验收项目可多次保存操作，避免用户在编辑大量普通省道和农村公

路验收项目内容后，由于突发情况而未保存。

5、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验收项目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养护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根据对应

的要素查询相应的普通省道验收项目。

6、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验收项目汇总

本功能主要面向养护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对己新增

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验收项目进行汇总显示。

7、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验收项目审核

本功能主要面向养护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类用户可以对己新增

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验收项目进行数据确认，确认后数据方可正式展示。

8、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验收项目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养护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类用户可对普通省道

和农村公路验收项目可以进行导出核实操作。

9、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类采购项目验收项目附件上传

本功能主要面向养护项目施工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类用户对于普通省道

和农村公路验收项目可上传附件作为采购项目的一部分。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管养站点

1、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站点新增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新增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站点。

2、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站点删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删除新增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站点。

3、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站点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导出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站点列表。

4、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站点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根据对应的要素查询相应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站点。

5、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站点修改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修改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站点的基本信息。

6、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站点分页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根据项目的数量多少选择分页条数，满足所需要的展示页数。

7、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站点管理界面字体大小调整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调整界面字体大小。

8、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站点管理界面刷新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通过刷新按钮，实现最新项目的展示。

9、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站点管理界面自定义显示列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通过列设置按钮，可以自定义选择显示所需要的列。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路段

1、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路段新增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新增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路段，包括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路

段的基本信息、中标基本信息、合同总包基本信息以及合同付款批次信息。

2、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路段删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删除新增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路段。

3、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路段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导出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路段列表。

4、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路段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根据对应的要素查询相应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路段。

5、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路段修改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修改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路段的基本信息。

6、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路段分页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根据项目的数量多少选择分页条数，满足所需要的展示页数。

8、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路段管理界面字体大小调整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以调整界面字体大小。

9、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路段管理界面刷新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通过刷新按钮，实现最新项目的展示。

10、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路段管理界面自定义显示列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业务对象为养护类项目，这

类用户可通过列设置按钮，可以自定义选择显示所需要的列。

1.1.3.1.1.9资金管理子系统

1.1.3.1.1.9.1 业务逻辑描述

本子系统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实现对建设项

目、养护工程以及日常养护工作涉及财政资金投入情况的管理，做好与交通运输部门建设、

养护到位资金衔接，实现与交通运输部门相关数据的共享和交叉互审。相关财政投入资金

应区分上级政府对本级政府的税收返还、转移支付资金和地方本级收入安排资金。



1.1.3.1.1.9.2 功能框架图

资金管理子系统功能框架图

1.1.3.1.1.9.3 设计思路

预算资金构成

一、功能描述

通过连通财政部门，由财政填写预算资金构成实现公路建设、养护工程、日常养护资

金预算管理，建立预算机制，通过支付和预算反应预算执行进度情况。

二、采集范围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县道、乡道、村道）公路建设、养护工程、日常养护资金预算

数据。

资金分配下达

一、车辆购置税对下转移支付指标

（1）功能描述

通过财政一体化接入车辆购置税对下转移支付指标信息，为后续“以奖代补”资金考

核清算提供测算基数。对下转移支付指标应包括指标文号、下达地区、下达金额、是否奖

补资金等信息。

（2）采集范围

本年或上年提前下达的中央已下达的车辆购置税奖补资金。

二、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支出

（1）功能描述

通过财政一体化系统动态接入本年支出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数据与采购项目建立



钩稽关系，实现采购项目财政支出进度管理。支付信息应包括支付日期、收款单位、收款

单位账号、项目名称、用途、支付金额等信息。

（2）采集范围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相关建设、养护工程和日常养护项目支出。

1.1.3.1.1.9.4 功能设计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其中全省各级财政部门

相关的业务经办人员将本级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以奖代补”考核涉及到的各类财政数据，

按要求保质保量地填报到系统中。提交上级审核之后，由上级财政主管部门相关的审核人

员对其进行审核。同时借助本功能可实现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以奖代补”考核相关财政

数据基于不同维度、口径、层级的统计汇总。

省道项目预算资金来源管理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基于系统完成对普通省

道预算资金的梳理和填报。本功能涉及到的数据资源主要包含中央补助资金、海南省财政

补助投资、市级财政补助资金、县级财政资金以及银行贷款、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产

业基金、承担单位债券、社会资本、其他资金等内容。借助本功能可通过“待办”、“已

办”双重视角，对普通省道“以奖代补”考核相关项目的预算资金构成信息进行综合管理，

涉及到的功能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本级待办项目列表分类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

将本级待办数据进行分类筛选列表供下一步操作。支持按年度、行政区划、项目类型进行

进一步筛选，支持列表数据项可选展示、支持页面快速刷新、支持全屏显示与调整字体大

小。提供快速统计与分页及快速页面跳转。

（2）普通省道建设、养护项目预算资金记录新增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新增普通省

道项目预算资金记录草稿，包含年度、行政区划、项目类型、资金来源、中央、全省各级、

乡相应金额，其中中央财政资金细分购置税、燃油税、其他中央财政资金项目。

（3）普通省道建设、养护项目预算资金记录删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删除录入错

误或无效的普通省道项目预算资金记录。

（4）普通省道建设、养护项目预算资金记录保存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填写测算完

成的预算资金记录点击按钮入库保存为正式记录。

（5）普通省道建设、养护项目预算资金 EXCEL 数据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将已保存生

效的预算资金记录按需导出，支持指定条目导出与所有条目导出为 EXCEL 文件。

（6）普通省道建设、养护项目预算资金 EXCEL 数据导入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导入 EXCEL

格式的外部记录。

（7）普通省道建设、养护项目预算资金 EXCEL 导入模板下载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完成标准导

入模板 EXCEL 下载，供数据导入使用。

（8）普通省道建设、养护项目预算资金条目快速进行复制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对现有项目

记录进行快速复制新增，提高高度相似项目的录入速度与效率。

（9）普通省道建设、养护项目预算资金记录审核确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已保存项目

进行审核确认，确认后该条记录转入已办流程列表中。

（10）本级已办项目列表分类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将本级已办

数据进行分类筛选列表供下一步操作。支持按年度、行政区划、项目类型进行进一步筛选，

支持列表数据项可选展示、支持页面快速刷新、支持全屏显示与调整字体大小。提供快速

统计与分页及快速页面跳转。

（11）普通省道建设、养护项目预算资金记录指定记录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对本级记录

列表中的条目按需进行指定条目导出及全部导出为 EXCEL。

（12）普通省道建设、养护项目预算资金记录全部数据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完成全量数

据按需导出。

（13）普通省道建设、养护项目预算资金记录取消审核状态退回流程上一级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完成对本分

类中所展示的已审核数据进行退审处理，点击取消确认后，该记录将返回流程上一级进行



修改删除等操作。

（14）查看下级部门填报数据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完成将下级

部门提报数据进行分类筛选列表供下一步操作。支持按年度、行政区划、项目类型进行进

一步筛选，支持列表数据项可选展示、支持页面快速刷新、支持全屏显示与调整字体大小。

提供快速统计与分页及快速页面跳转。

（15）普通省道建设、养护项目预算资金记录指定记录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完成列表展

示的预算资金记录按需导出，支持指定条目导出与所有条目导出为 EXCEL 文件。

（16）普通省道建设、养护项目预算资金记录下级部门填报记录全部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完成全量数

据按需导出。

农村公路项目预算资金来源管理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基于系统完成对农村公

路预算资金的梳理和填报。本功能涉及到的数据资源主要包含中央补助资金、海南省财政

补助投资、市级财政补助资金、县级财政资金以及银行贷款、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产

业基金、承担单位债券、社会资本、其他资金等内容。借助本功能可通过“待办”、“已

办”双重视角，对农村公路“以奖代补”考核相关项目的预算资金构成信息进行综合管理，

涉及到的功能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本级待办项目列表分类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将本级待办

数据进行分类筛选列表供下一步操作。支持按年度、行政区划、项目类型进行进一步筛选，

支持列表数据项可选展示、支持页面快速刷新、支持全屏显示与调整字体大小。提供快速

统计与分页及快速页面跳转。

（2）农村公路建设、养护项目预算资金记录新增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新增农村公

路项目预算资金记录草稿，包含年度、行政区划、项目类型、资金来源、中央、全省各级、

乡相应金额，其中中央财政资金细分购置税、燃油税、其他中央财政资金项目。

（3）农村公路建设、养护项目预算资金记录删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删除录入错



误或无效的农村公路项目预算资金记录。

（4）农村公路建设、养护项目预算资金记录保存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填写测算完

成的预算资金记录点击按钮入库保存为正式记录。

（5）农村公路建设、养护项目预算资金 EXCEL 数据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将已保存生

效的预算资金记录按需导出，支持指定条目导出与所有条目导出为 EXCEL 文件。

（6）农村公路建设、养护项目预算资金 EXCEL 数据导入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导入 EXCEL

格式的外部记录。

（7）农村公路建设、养护项目预算资金 EXCEL 导入模板下载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提供标准导

入模板 EXCEL 下载，供数据导入使用。

（8）农村公路建设、养护项目预算资金条目快速进行复制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对现有项目

记录进行快速复制新增，提高高度相似项目的录入速度与效率。

（9）农村公路建设、养护项目预算资金记录审核确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对已保存项

目进行审核确认，确认后该条记录转入已办流程列表中。

（10）本级已办项目列表分类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将本级已办

数据进行分类筛选列表供下一步操作。支持按年度、行政区划、项目类型进行进一步筛选，

支持列表数据项可选展示、支持页面快速刷新、支持全屏显示与调整字体大小。提供快速

统计与分页及快速页面跳转。

（11）农村公路建设、养护项目预算资金记录指定记录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对本级记录

列表中的条目按需进行指定条目导出及全部导出为 EXCEL 功能。

（12）农村公路建设、养护项目预算资金记录全部数据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完成全量数

据按需导出。

（13）农村公路建设、养护项目预算资金记录取消审核状态退回流程上一级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对本分类中

所展示的已审核数据进行退审处理，点击取消确认后，该记录将返回流程上一级进行修改

删除等操作。

（14）查看下级部门填报数据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将下级部门

提报数据进行分类筛选列表供下一步操作。支持按年度、行政区划、项目类型进行进一步

筛选，支持列表数据项可选展示、支持页面快速刷新、支持全屏显示与调整字体大小。提

供快速统计与分页及快速页面跳转。

（15）农村公路建设、养护项目预算资金记录指定记录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完成列表展

示的预算资金记录按需导出，支持指定条目导出与所有条目导出为 EXCEL 文件。

（16）农村公路建设、养护项目预算资金记录下级部门填报记录全部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完成全量数

据按需导出。

中央、海南省转移支付资金管理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基于系统将车购税转移

支付资金进行汇总统计。本功能涉及到的数据资源主要包含中央转移支付、海南省财政转

移支付、市级财政转移支付等内容。本功能支持按市级区划、县区进一步筛选，支持列表

数据项可选展示、支持页面快速刷新、支持全屏显示与调整字体大小，为用户提供分页及

快速页面跳转服务。涉及到的功能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中央、海南省车购税转移支付资金项目新增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新增车购税

转移支付资金记录，可录入年度、省、市级财政资金金额、海南省发文文号、分配地区、

金额、市级发文文号、市级发文标题、分配地区、金额、是否直管县等条目。

（2）中央、海南省车购税转移支付资金项目删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删除录入错

误或无效的车购税转移支付资金记录。

（3）中央、海南省车购税转移支付资金项目保存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填写测算完

成的车购税转移支付资金记录点击按钮入库保存为正式记录。



（4）中央、海南省车购税转移支付资金项目指定条目导出与全部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完成车购税

转移支付资金项目记录按需导出，支持指定条目导出与所有条目导出为 EXCEL 文件。

（5）中央、海南省车购税转移支付资金项目全部条目整体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完成全量数

据按需导出。

（6）中央、海南省车购税转移支付资金项目 EXCEL 导入模板下载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完成标准导

入模板 EXCEL 下载，供数据导入使用。

（7）中央、海南省车购税转移支付资金项目记录快速进行复制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对现有项目

记录进行快速复制新增，提高高度相似项目的录入速度与效率。

（8）中央、海南省农村公路项目预算资金 EXCEL 数据导入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导入 EXCEL

格式的外部记录。

全省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支出明细管理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基于系统完成本级及向

下转移支付指标的分配下达，同时基于分配的指标实现项目资金的对外拨付。本功能涉及

到的数据资源主要包含区划、年度、下达区划、文号、发文日期、登记日期、处室、资金

性质、资金来源、功能科目、政府经济分类、指标金额、专项资金、摘要、导出时间等内

容。涉及到的功能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单位指标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对单位指标

进行展示与操作。支持按年度、是否转移支付、指标金额、指标文号、归口处室、功能科

目进行细化筛选，支持列表数据项可选展示数据子项、支持页面快速刷新、支持全屏显示

与调整字体大小。提供快速统计与分页及快速页面跳转。

（1）单位指标新增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新增单位指

标记录草稿，包含年度、行政区划、单位名称、指标文号、上级文号、资金归属处室、专

项资金、项目名称、资金性质、来源类型、支出功能分类科目、政府经济科目、部门经济



分类、支付方式、发文日期、登记日期、指标金额、摘要、项目分类。

（2）单位指标删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删除录入错

误或无效的指标记录。

（3）单位指标保存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填写测算完

成的指标记录点击按钮入库保存为正式记录。

（4）单位指标导入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导入 EXCEL

格式的外部记录。

（5）单位指标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将已保存生

效的指标记录可按需导出，支持指定条目导出与所有条目导出为 EXCEL 文件。

（6）单位指标批量导入模板下载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完成标准导

入模板 EXCEL 下载，供数据导入使用。

（7）对下转移支付指标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将对下转移

支付指标进行展示与操作。支持按年度、行政区划、指标文号、项目名称、下达区划、功

能科目进行细化筛选，支持列表数据项可选展示数据子项、支持页面快速刷新、支持全屏

显示与调整字体大小。提供快速统计与分页及快速页面跳转。

（8）对下转移支付指标新增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新增对下转

移支付指标记录草稿，包含年度、行政区划、单位名称、指标文号、上级文号、资金归属

处室、专项资金、项目名称、资金性质、来源类型、支出功能分类科目、政府经济科目、

部门经济分类、支付方式、发文日期、登记日期、指标金额、摘要、项目分类。

（9）对下转移支付指标删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删除录入错

误或无效的指标记录。

（10）对下转移支付指标保存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填写测算完



成的指标记录点击按钮入库保存为正式记录。

（11）对下转移支付指标导入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导入 EXCEL

格式的外部记录。

（12）对下转移支付指标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将已保存生

效的指标记录按需导出，支持指定条目导出与所有条目导出为 EXCEL 文件。

（13）对下转移支付指标批量导入模板下载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提供标准导

入模板 EXCEL 下载，供数据导入使用。

2、全省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支出明细管理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将普通省道

和农村公路支出明细进行展示与操作。支持按年度、支付金额、指标文号、功能科目、收

款人名称、用途进行细化筛选，支持列表数据项可选展示数据子项、支持页面快速刷新、

支持全屏显示与调整字体大小。提供快速统计与分页及快速页面跳转。

（1）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支出明细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以实现普通

省道和农村公路支出明细列表展示功能。

（2）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支出明细新增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新增普通省

道和农村公路支出明细记录草稿，包含年度、行政区划、项目名称、指标文号、功能科目、

部门经济科目、项目单位、收款人名称、收款人账号、资金性质、用途、支付金额。

（3）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支出明细删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删除录入错

误或无效的记录。

（4）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支出明细保存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填写测算完

成的记录点击按钮入库保存为正式记录。

（5）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支出明细导入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导入 EXCEL

格式的外部记录。



（6）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支出明细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将保存生效

的记录按需导出，支持指定条目导出与所有条目导出为 EXCEL 文件。

（7）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支出明细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以根据对应

的要素查询相应的普通省道验收项目。

（8）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支出明细汇总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以对己新增

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支出明细进行汇总显示。

（9）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支出明细确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以对己新增

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支出明细进行数据确认，确认后数据方可正式展示。

（10）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支出明细批量导入模板下载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提供标准导

入模板 EXCEL 下载，供数据导入使用。

1.1.3.1.1.10 采购管理子系统

1.1.3.1.1.10.1 业务逻辑描述

本子系统主要面向全省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实现项目

建设、养护工程以及日常养护等工作中招投标信息和采购合同信息的管理。有关单位在完

成相关工作时，按照政府采购预算有关规定，及时更新数据，实现项目全链条进度动态跟

踪和资金拨付进度动态跟踪。



1.1.3.1.1.10.2 功能框架图

采购管理子系统功能框架图

1.1.3.1.1.10.3 采集范围

包括普通省道、农村公路新建、改建、扩建、危桥改造、三级公路通乡镇、自然村通

硬化路、村道安防工程等项目。

采购信息包括采购基本信息、中标信息、合同信息、合同付款批次等。

在获取采购信息的同时，将中标企业一并纳入平台管理，为后续企业注册、填写施工

进度、建立报告等做好衔接。

1.1.3.1.1.10.4 功能设计

采购管理

1、普通省道采购管理

主要包括：普通省道采项目新增、普通省道采购项目删除、普通省道采购项目导出、

普通省道采购项目查询、普通省道采购项目修改、普通省道采购项目数据汇总、普通省道

采购项目合计、普通省道采购项目分页、普通省道采购项目管理界面字体大小调整、普通

省道采购项目管理界面刷新、普通省道采购项目管理界面自定义显示列。

（1）普通省道采购项目新增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新增普

通省道采购项目，包括普通省道采购项目的基本信息、中标基本信息、合同总包基本信息

以及合同付款批次信息。

（2）普通省道采购项目删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删除新

增的普通省道采购项目。

（3）普通省道采购项目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导出普

通省道采购项目列表。

（4）普通省道采购项目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根据对

应的要素查询相应的普通省道采购项目。

（5）普通省道采购项目修改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修改普

通省道采购项目的基本信息。

（6）普通省道采购项目分页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根据项

目的数量多少选择分页条数，满足所需要的展示页数。

（7）普通省道采购项目管理界面字体大小调整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调整界

面字体大小。

（8）普通省道采购项目管理界面刷新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通过刷新

按钮，实现最新项目的展示。

（9）普通省道采购项目管理界面自定义显示列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通过列设

置按钮，可以自定义选择显示所需要的列。

2、农村公路采购管理

主要包括：农村公路采项目新增、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删除、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导出、

农村公路采购项目查询、农村公路采购项目修改、农村公路采购项目数据汇总、农村公路

采购项目合计、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分页、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管理界面字体大小调整、农村

公路采购项目管理界面刷新、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管理界面自定义显示列。

（1）农村公路采购项目新增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新增农

村公路采购项目，包括普通省道采购项目的基本信息、中标基本信息、合同总包基本信息



以及合同付款批次信息。

（2）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删除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删除新

增的农村公路采购项目。

（3）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导出农

村公路采购项目列表。

（4）农村公路采购项目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根据对

应的要素查询相应的农村公路采购项目。

（5）农村公路采购项目修改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修改农

村公路采购项目的基本信息。

（6）农村公路采购项目分页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根据项

目的数量多少选择分页条数，满足所需要的展示页数。

（7）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管理界面字体大小调整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调整界

面字体大小。

（8）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管理界面刷新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通过刷新

按钮，实现最新项目的展示。

（9）农村公路采购项目管理界面自定义显示列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通过列设

置按钮，可以自定义选择显示所需要的列。

合同管理

1、普通省道合同管理

普通省道合同管理导出、查看详情、分页展示、页面字体大小调整、页面刷新、自定

义显示列等功能。

（1）普通省道合同管理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实现普

通省道合同管理导出功能。

（2）普通省道合同管理查看详情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实现普

通省道合同管理查看详情功能。

（3）普通省道合同管理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实现普

通省道合同管理查询功能。

（4）普通省道合同管理分页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实现普

通省道合同管理项目条数过多分页功能。

（5）普通省道合同管理界面字体大小调整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实现普

通省道合同管理界面字体调整功能。

（6）普通省道合同管理界面刷新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实现普

通省道合同管理界面刷新功能。

（7）普通省道合同管理自定义显示列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实现普

通省道合同管理自定义显示列功能

2、农村公路合同管理

农村公路合同管理导出、查看详情、分页展示、页面字体大小调整、页面刷新、自定

义显示列等功能。

（1）农村公路合同管理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实现农

村公路合同管理导出功能。

（2）农村公路合同管理查看详情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实现农

村公路合同管理查看详情功能。

（3）农村公路合同管理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实现农



村公路合同管理查询功能。

（4）农村公路合同管理分页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实现农

村公路合同管理项目条数过多分页功能。

（5）农村公路合同管理界面字体大小调整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实现农

村公路合同管理界面字体调整功能。

（6）农村公路合同管理界面刷新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实现农

村公路合同管理界面刷新功能。

（7）农村公路合同管理自定义显示列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以实现农

村公路合同管理自定义显示列功能

1.1.3.1.1.11 交叉审核子系统

1.1.3.1.1.11.1 业务逻辑描述

本子系统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完成“以奖代

补”考核年度建设计划目标任务、建设类任务完成情况、养护类任务完成情况、财政建设

养护投入情况相关数据的归集、汇总，向部级系统报送有关汇总数据，提供数据接口供部

级系统穿透查询明细数据。以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等项目为主体，对其附属的

交通相关数据以及财政相关数据进行交叉审核，以保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汇总上报的普

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以奖代补”考核所有数据全面、准确。



1.1.3.1.1.11.2 功能框架图

交叉审核管理功能框架图

1.1.3.1.1.11.3 数据关联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以普通省道和农

村公路建设、养护等项目为主体，完成采购与计划、支付的业务联动，从而实现普通省道

和农村公路“以奖代补”考核相关数据的横向贯通。

采购与计划关联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基于系统完成农

村公路项目的采购与计划关联操作，数据按已挂接与未挂接进行分标签展示，可通过建设

单位、项目名称、年度进行筛选查询。根据事权不同区分普通省道采购关联和农村公路采

购关联，将采购与计划建立钩稽关系，实现计划项目全流程管理。本功能涉及到的数据资

源主要包括区划、年度、采购项目编号、采购项目名称、标段名称、项目类型、建设性质、

招标方式、招标编号、招标单位、招标联系人、联系电话、手机号、招标组织形式、投标

文件递交时间、招标文件获取时间、招标代理机构、招标类别、建设内容、招标备案号、

附件、备注、导出时间等内容。

1、设定关联周期

根据建设、养护工程、日常养护的计划项目实际发生采购进行动态关联。

2、完成数据关联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和管理人员，

基于系统完成采购信息列表展示、项目信息列表展示、采购与计划级联查询、项目计划与



项目采购自动关联管理、项目计划与项目采购手动关联管理、已挂接的采购支持取消挂接、

数据列表分页展示查询，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采购信息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点击未挂接

页签，或可切换到已挂接页签，展示采购项目数据，选中采购项目数据，展示可被挂接的

计划项目；

（2）项目信息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点击未挂接

页签，或可切换到已挂接页签，下半部分展示计划项目数据；选中采购项目数据，下半部

分展示可被挂接的计划项目；

（3）采购与计划级联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在信息列表

查询区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列表显示查询到的结果集，支持多个条件关联查询，

及文本模糊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点击【清空】

可以清空已输入的所有查询条件；

（4）项目计划与项目采购手动关联管理

手动挂接：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

点击未挂接页签，将上半部分采购项目数据和下部分计划项目数据点击【手动挂接】，选

中的项目会蓝色高亮显示，挂接成功的数据在已挂接页签可见

（5）项目计划与项目采购自动关联管理

自动挂接：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

提前设置好自动挂接口径，点击未挂接页签，将上半部分采购项目数据选中，点击【自动

挂接】，会按照口径自动挂接成功；

（6）取消挂接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切换到已挂

接页签，将上半部分采购项目数据和下部分计划项目数据点击【取消挂接】，数据解挂，

回到未挂接页签；

（7）数据列表分页展示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可根据项目

的数量多少选择分页条数，满足所需要的展示页数。



采购与支付关联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基于系统完成普

通省道项目采购与支付关联操作，数据按已挂接与未挂接进行分标签展示，可通过业主单

位、施工单位、项目名称进行筛选查询。根据事权不同区分普通省道采购关联和农村公路

采购关联，将采购与支付建立钩稽关系，实现计划项目资金拨付全过程管理。本功能涉及

到的数据资源主要包括招标编号、中标编号、标段名称、中标单位、组织机构代码/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中标金额（万元）、其中：财政金额、其中：非财政金额、联系人、身份

证号、手机号、中标原因、中标通知书等内容。

1、设定关联周期

根据财政支付情况动态关联。

2、完成数据关联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和管理人员，

基于系统完成采购信息列表展示、支付信息列表展示、采购与支付级联查询、项目采购与

资金拨付手动关联管理、项目采购与资金拨付手动关联管理、已挂接的采购支持取消挂接、

数据列表分页展示查询，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采购信息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点击未挂接

页签，或可切换到已挂接页签，上半部分展示采购项目数据，选中采购项目数据，下半部

分展示可被挂接的支付信息；

（2）支付信息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点击未挂接

页签，或可切换到已挂接页签，下半部分展示支付信息数据，选中采购项目数据，下半部

分展示可被挂接的支付信息；

（3）采购与支付级联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在信息列表

查询区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列表显示查询到的结果集，支持多个条件关联查询，

及文本模糊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点击【清空】

可以清空已输入的所有查询条件；

（4）项目采购与资金拨付手动关联管理

手动挂接：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



点击未挂接页签，将上半部分采购项目数据和下部分支付信息数据点击【手动挂接】，选

中的项目会蓝色高亮显示，挂接成功的数据在已挂接页签可见；

（5）项目采购与资金拨付自动关联管理

自动挂接：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

提前设置好自动挂接口径，点击未挂接页签，将上半部分采购项目数据选中，点击【自动

挂接】，会按照口径自动挂接成功；

（6）取消挂接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切换到已挂

接页签，将上半部分采购项目数据和下部分支付信息数据点击【取消挂接】，数据解挂，

回到未挂接页签；

（7）数据列表分页展示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可根据项目

的数量多少选择分页条数，满足所需要的展示页数。

1.1.3.1.1.11.4 数据归集汇总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可完成

“以奖代补”考核年度建设计划目标任务、建设类任务完成情况、养护类任务完成情况、

财政建设养护投入情况相关数据的归集、汇总，向部级系统报送有关汇总数据，提供数据

接口供部级系统穿透查询明细数据。数据汇总通过各个系统的明细业务数据按照《指南》

中提出的范围进行汇总提取。

汇总范围

具体包括年度建设计划、月度建设完成情况、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技术状况、普通省

道和农村公路桥梁汇总情况、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养护资金投入情况表。

功能设计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基于系统完成全省各级

交通运输部门和财政部门针对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以奖代补”考核相关财政数据的归集

和汇总。本功能涉及到的数据资源主要包含单位名称、项目名称、用途、支付方式、来源

科室、支付金额、结算方式、指标文号、收款人名称、收款人账号、收款人银行、功能科

目、政府经济科目、部门经济科目、资金性质、资金来源、制单日期、付款账户名称、付

款账号、付款银行等内容。涉及到的功能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年度建设计划情况交换共享



（1）数据提取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通过一个按

钮点击后即可将数据从明细表中提取。

（2）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能够导出

EXCEL 格式。

（3）查看详情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通过查看详

情功能实现层层穿透查询明细数据。

（4）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根据表的明

细信息进行查询。

（5）字体调整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调整字体大

小，方便操作。

（6）分页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在数据量比

较多的情况下分页展示。

二、月度建设完成情况表交换共享

（1）数据提取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通过一个按

钮点击后即可将数据从明细表中提取。

（2）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能够导出

EXCEL 格式。

（3）查看详情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通过查看详

情功能实现层层穿透查询明细数据。

（4）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根据表的明

细信息进行查询。



（5）字体调整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调整字体大

小，方便操作。

（6）分页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在数据量比

较多的情况下分页展示。

三、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技术状况汇总交换共享

（1）数据提取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通过一个按

钮点击后即可将数据从明细表中提取。

（2）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能够导出

EXCEL 格式。

（3）查看详情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通过查看详

情功能实现层层穿透查询明细数据。

（4）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根据表的明

细信息进行查询。

（5）字体调整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调整字体大

小，方便操作。

（6）分页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在数据量比

较多的情况下分页展示。

四、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桥梁汇总交换共享

（1）数据提取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通过一个按

钮点击后即可将数据从明细表中提取。

（2）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能够导出



EXCEL 格式。

（3）查看详情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通过查看详

情功能实现层层穿透查询明细数据。

（4）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根据表的明

细信息进行查询。

（5）字体调整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调整字体大

小，方便操作。

（6）分页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在数据量比

较多的情况下分页展示。

五、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地方财政投入交换共享

（1）数据提取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通过一个按

钮点击后即可将数据从明细表中提取。

（2）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能够导出

EXCEL 格式。

（3）查看详情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通过查看详

情功能实现层层穿透查询明细数据。

（4）查询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根据表的明

细信息进行查询。

（5）字体调整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调整字体大

小，方便操作。

（6）分页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在数据量比



较多的情况下分页展示。

1.1.3.1.1.11.5 数据交叉审核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以普通省道和农

村公路建设、养护等项目为主体，对其附属的交通相关数据以及财政相关数据进行交叉审

核，以保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汇总上报的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以奖代补”考核所有数

据全面、准确。本功能涉及到的数据资源主要包含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完成额（万元）、普

通省道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完成额（万元）、农村公路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完成额（万元）、

计划新改建里程（公里）、普通省道新改建里程（公里）、农村公路新改建里程（公里）、

计划新增通三级及以上公路乡镇个数（个）、计划新增通硬化路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

个数（个）、计划完成危桥改造数量（座）、计划完成村道安防工程里程（公里）、自年

初累计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完成额（万元）、自年初累计普通省道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万

元）、自年初累计农村公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万元）、自年初累计新改建里程（公里）、

自年初累计普通省道新改建里程（公里）、自年初累计农村公路新改建里程（公里）、自

年初累计新增通三级及以上公路乡镇个数（个）、自年初累计新增通硬化路较大人口规模

自然村（组）个数（个）、自年初累计完成危桥改造数量（座）、自年初累计完成村道安

防工程里程（公里）等内容。



设定审核流程

交叉审核系统流程图

设定审核周期

根据《指南》要求，实行按月按任务批次进行汇总数据交叉审核。

完成交叉审核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基于系统完成普

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以奖代补”相关数据的交叉审核，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全省各级数据交叉审核任务批次

（1）交叉审核任务批次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根据

数据的状态分为未上报、已上报、待办（退回）区分进行列表显示。

（2）交叉审核任务批次详情查看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查看

项目详情，包括审核状态、数据支撑汇总与数据支撑明细、操作部门与操作日期。



（3）交叉审核任务批次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将已

保存生效的目标任务记录可按需导出，支持指定条目导出与所有条目导出为 EXCEL 文件。

（4）交叉审核任务批次流程跟踪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查看

项目的流程轨迹。

2、全省各级数据交叉审核任务初始化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

功能可实现全省各级数据交叉审核任务初始化。

3、全省各级任务批次报送管理

（1）数据报送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根据

数据的状态分为未上报、已上报、待办（退回）区分进行列表显示。

（2）项目详情查看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查看

项目详情，包括审核状态、数据支撑汇总与数据支撑明细、操作部门与操作日期。

（3）项目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将已

保存生效的目标任务记录可按需导出，支持指定条目导出与所有条目导出为 EXCEL 文件。

（4）项目流程跟踪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查看

项目的流程轨迹。

（5）未上报项目审核通过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对未

上报项目填写审核意见后通过审核。

（6）已办项目撤销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对已

办项目进行状态修改，将其退回未上报状态。

（7）待办项目审核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可对

已审核项目进一步审核上报。



4、全省各级任务报送批次与数据关联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

功能可实现全省各级任务报送批次与数据关联。

5、全省各级任务报送汇总数据与明细数据穿透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

功能可实现全省各级任务报送汇总数据与明细数据穿透。

6、年度建设计划情况全省各级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年度计划里程、投资、危桥、安

防等汇总数据管理

（1）汇总数据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根据

数据的状态分为未上报、已上报、待办（退回）区分进行列表显示。

（2）汇总数据详情查看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查看

项目详情，包括审核状态、数据支撑汇总与数据支撑明细、操作部门与操作日期。

（3）汇总数据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将已

保存生效的目标任务记录可按需导出，支持指定条目导出与所有条目导出为 EXCEL 文件。

7、年度建设计划情况全省各级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年度计划里程、投资、危桥、安

防等明细数据管理

（1）明细数据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根据

数据的状态分为未上报、已上报、待办（退回）区分进行列表显示。

（2）明细数据详情查看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查看

项目详情，包括审核状态、数据支撑汇总与数据支撑明细、操作部门与操作日期。

（3）明细数据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将已

保存生效的目标任务记录可按需导出，支持指定条目导出与所有条目导出为 EXCEL 文件。

8、月度建设完成情况表全省各级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月度计划里程、投资、危桥、

安防等累计完成情况汇总数据管理

（1）汇总数据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根据

数据的状态分为未上报、已上报、待办（退回）区分进行列表显示。

（2）汇总数据详情查看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查看

项目详情，包括审核状态、数据支撑汇总与数据支撑明细、操作部门与操作日期。

（3）汇总数据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将已

保存生效的目标任务记录可按需导出，支持指定条目导出与所有条目导出为 EXCEL 文件。

9、月度建设完成情况表全省各级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月度计划里程、投资、危桥、

安防等累计完成情况明细数据管理

（1）明细数据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根据

数据的状态分为未上报、已上报、待办（退回）区分进行列表显示。

（2）明细数据详情查看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查看

项目详情，包括审核状态、数据支撑汇总与数据支撑明细、操作部门与操作日期。

（3）明细数据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将已

保存生效的目标任务记录可按需导出，支持指定条目导出与所有条目导出为 EXCEL 文件。

10、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技术状况汇总全省各级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里程、优良率、

评定里程汇总数据管理

（1）汇总数据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根据

数据的状态分为未上报、已上报、待办（退回）区分进行列表显示。

（2）汇总数据详情查看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查看

项目详情，包括审核状态、数据支撑汇总与数据支撑明细、操作部门与操作日期。

（3）汇总数据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将已

保存生效的目标任务记录可按需导出，支持指定条目导出与所有条目导出为 EXCEL 文件。

11、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技术状况汇总全省各级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里程、优良率、



评定里程明细数据管理

（1）明细数据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根据

数据的状态分为未上报、已上报、待办（退回）区分进行列表显示。

（2）明细数据详情查看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查看

项目详情，包括审核状态、数据支撑汇总与数据支撑明细、操作部门与操作日期。

（3）明细数据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将已

保存生效的目标任务记录可按需导出，支持指定条目导出与所有条目导出为 EXCEL 文件。

12、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桥梁汇总全省各级普通省道一、二类桥梁和农村公路一、二、

三类桥梁数量、长度、占比汇总数据管理

（1）汇总数据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根据

数据的状态分为未上报、已上报、待办（退回）区分进行列表显示。

（2）汇总数据详情查看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查看

项目详情，包括审核状态、数据支撑汇总与数据支撑明细、操作部门与操作日期。

（3）汇总数据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将已

保存生效的目标任务记录可按需导出，支持指定条目导出与所有条目导出为 EXCEL 文件。

13、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桥梁汇总全省各级普通省道一、二类桥梁和农村公路一、二、

三类桥梁数量、长度、占比明细数据管理

（1）明细数据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根据

数据的状态分为未上报、已上报、待办（退回）区分进行列表显示。

（2）明细数据详情查看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查看

项目详情，包括审核状态、数据支撑汇总与数据支撑明细、操作部门与操作日期。

（3）明细数据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将已



保存生效的目标任务记录可按需导出，支持指定条目导出与所有条目导出为 EXCEL 文件。

14、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地方财政投入全省各级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养

护地方财政投入汇总管理

（1）汇总数据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根据

数据的状态分为未上报、已上报、待办（退回）区分进行列表显示。

（2）汇总数据详情查看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查看

项目详情，包括审核状态、数据支撑汇总与数据支撑明细、操作部门与操作日期。

（3）汇总数据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将已

保存生效的目标任务记录可按需导出，支持指定条目导出与所有条目导出为 EXCEL 文件。

15、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地方财政投入全省各级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养

护地方财政投入明细管理

（1）明细数据列表展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根据

数据的状态分为未上报、已上报、待办（退回）区分进行列表显示。

（2）明细数据详情查看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查看

项目详情，包括审核状态、数据支撑汇总与数据支撑明细、操作部门与操作日期。

（3）明细数据导出

本功能主要面向全省各级交通、财政部门业务经办人员，这类用户借助本功能可将已

保存生效的目标任务记录可按需导出，支持指定条目导出与所有条目导出为 EXCEL 文件。

（6）实现各模块功能的技术方案

详见上章节各模块中的设计思路以及采集范围。

（7）接口开发及系统集成

接口开发



1.1.3.1.1.12 基础信息数据接口

1.1.3.1.1.12.1 交互方式

与同级交通、财政等相关系统之间的数据交互，主要通过 EXCEL 数据表、JSON 文件

交换等形式完成彼此之间的数据交互。

1.1.3.1.1.12.2 交互内容

此次购买服务的数据支撑系统需要对接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现有的部分业务系统，获取

基础数据、路线基数评定等相关数据。

1.1.3.1.1.12.3 交换明细表

路线基础信息

路线基础信息

序号 指标 备注

1 行政区划 数据接入

2 乡镇代码 数据接入

3 行政等级 数据接入

4 年度 数据接入

5 公路编号 数据接入

6 公路名称 数据接入

7 起点名称 数据接入

8 止点名称 数据接入

9 起点桩号 数据接入

10 止点桩号 数据接入

11 路段里程（公里） 数据接入

12 车道数量 数据接入

13 技术等级 数据接入

14 路面类型 数据接入

15 路基宽度 数据接入

16 路面宽度 数据接入

17 是否收费 数据采集

18 是否断头路 数据采集

19 面层厚度 数据接入

20 路段类型 数据采集

21 地貌 数据接入

22 隧道数 数据采集

23 隧道长度 数据采集

24 修建年度 数据接入

25 通车日期 数据接入

26 管养单位名称 数据接入



桥梁基础信息

桥梁基础信息

序号 指标 备注

1 年度* 数据接入

2 行政区划* 数据接入

3 桥梁名称* 数据接入

4 桥梁代码* 数据接入

5 桥梁中心桩号 数据接入

6
所属路线情况

路线编号* 数据接入

7 路线名称* 数据接入

8
桥长

桥梁总长（米） 数据接入

9 跨径总长（米） 数据接入

10
桥宽

桥梁全宽（米） 数据接入

11 桥面净宽（米） 数据接入

12 按跨径分类* 数据接入

13
技术评定情况

评定等级* 数据采集

14 评定日期 数据接入

15 路线行政等级 数据采集

道路综合技术状况（国、省、县、乡）

道路综合技术状况

序号 指标 备注

1 *行政区划 数据接入

2 *路线名称 数据接入

3 养护里程（km） 数据接入

4 *路线编号 数据接入

5 *评定年度 数据接入

6 路线里程（km） 数据接入

7 重复路段里程（km） 数据接入

8 备注 数据接入

综合技术状况明细表

综合技术状况明细表

序号 指标 备注

1
评级等级 桩号范围（km）

*起点桩号 数据接入

2 *止点桩号 数据接入



3 *路线长度（km） 数据接入

4
路面 PQI

*分数 数据接入

5 *评价 数据接入

6

路面分项指标

*RQI（分数） 数据接入

7 *RQI（评价） 数据接入

8 *PCI（分数） 数据接入

9 *PCI（评价） 数据接入

10 备注 数据接入

1.1.3.1.1.13 计划项目数据接口

1.1.3.1.1.13.1 交互方式

与同级交通、财政等相关系统之间的数据交互，主要通过 EXCEL 数据表、JSON 文件

交换等形式完成彼此之间的数据交互。

1.1.3.1.1.13.2 交互内容

此次购买服务的数据支撑系统需要对接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现有的部分业务系统，获取

计划项目等相关数据。

1.1.3.1.1.13.3 交换明细表

计划新建路线信息

计划新建路线信息表

序号 指标 备注

1 *路线编码 采集录入

2 *路线名称 采集录入

3 *路段序号 采集录入

4 *起点名称 采集录入

5 *起点桩号 采集录入

6 *止点名称 采集录入

7 *止点桩号 采集录入

8 *计划建设里程 采集录入

9 备注 采集录入

危桥改造桥梁信息

危桥改造桥梁信息表

序号 指标 备注

1 *桥梁编码 采集录入

2 *桥梁名称 采集录入



序号 指标 备注

3
桥梁所在线路

*编码 采集录入

4 *名称 采集录入

5 桥梁中心桩号（公里） 采集录入

6 *桥梁长度（延米） 采集录入

7 跨径总长（米） 采集录入

8 按跨径分类 采集录入

9 桥面全宽（米） 采集录入

10 桥面净宽（米） 采集录入

11 设计荷载 采集录入

12 桥跨组合 采集录入

13 上部结构 采集录入

14 上部材料 采集录入

15 桥墩类型 采集录入

16 备注 采集录入

安全生命防护工程线路

安全生命防护工程线路表

序号 指标 备注

1 序号 采集录入

2 *年度 采集录入

3 波形梁护栏（处） 采集录入

4 波形梁护栏（米） 采集录入

5 桥梁护栏（处） 采集录入

6 桥梁护栏（米） 采集录入

7 涵洞护墩（处） 采集录入

8 涵洞护墩（米） 采集录入

9 标志牌 采集录入

10 一般标线 采集录入

11 震荡标线 采集录入

12 道口标柱 采集录入

13 示警桩 采集录入

14 路线里程 采集录入

15 波形梁护栏 采集录入

16 桥梁护栏 采集录入

17 涵洞护墩 采集录入

乡镇通三级公路

乡镇通三级公路表

序号 指标 备注

1 *年度 采集录入

2 *通乡镇名称 采集录入



自然村通硬化路

自然村通硬化路表

序号 指标 备注

1 *年度 采集录入

2 *村代码 采集录入

3 *村名称 采集录入

计划项目基本信息

计划项目基本信息表

序号 指标 备注

1 *年度 采集录入

2 *行政区划 采集录入

3 *项目属性 采集录入

4 公路类别 系统自动生成

5 *计划项目名称 采集录入

6 *计划项目编码 采集录入

7 *建设性质 采集录入

8 *计划总里程（公里） 采集录入

9 *开工年 采集录入

10 *完工年 采集录入

11 *当期计划新改建里程（公里） 采集录入

12 *总投资（万元） 采集录入

13 项目所在地 采集录入

14 *项目建设单位 采集录入

15 主要建设内容 采集录入

16 是否重点项目 采集录入

注：

1、项目属性：001-当年新增项目、002-往年延续项目、003-往年项目完工未支付；

2、建设性质：001-建设、001001-新建、001002-改建、001003-改扩建；



计划项目资金构成

计划项目资金构成表

序号 指标 备注

1 *计划年份 采集录入

2 总投资（万元） 采集录入

3

项目资金构成

总计 采集录入

4

财政补助

资金

合计 采集录入

5
中央补助

资金

小计 采集录入

6 车购税资金 采集录入

7 中央其他资金 采集录入

8 海南省财政补助投资 采集录入

9 市级财政补助资金 采集录入

10 县级财政资金 采集录入

11 乡镇资金 采集录入

12

社会资金

合计 采集录入

13 自有资金 采集录入

14 银行贷款 采集录入

15 短期融资券 采集录入

16 中期票据 采集录入

17 产业基金 采集录入

18 承担单位债券 采集录入

19 社会资本 采集录入

20 其他资金 采集录入

注：

一、总投资（万元）=财政总投资（万元）+非财政资金合计；

二、财政总投资（万元）=中央补助资金+海南省财政补助投资+市级财政补助资金+

县级财政资金；

三、合计=自有资金+银行贷款+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产业基金+承担单位债券+社会

资本+其他资金；

计划大中修路线信息

计划大中修路线信息表

序号 指标 备注

1 *路线编码 采集录入

2 *路线名称 采集录入

3 *路段序号 采集录入

4 *起点名称 采集录入

5 *起点桩号 采集录入

6 *止点名称 采集录入

7 *止点桩号 采集录入



序号 指标 备注

8 路线状态 采集录入

9

原道路

信息

*原技术等级 采集录入

10 *原行政等级 采集录入

11 原道路里程（公里） 采集录入

12 原路面宽度（米） 采集录入

13 *原路面类型（水泥/沥青） 采集录入

14

道路信息

*技术等级 采集录入

15 *行政等级 采集录入

16 道路里程（公里） 采集录入

17 路面宽度（米） 采集录入

18 *路面类型（水泥/沥青） 采集录入

计划实际完成情况表

计划实际完成情况表

序号 指标 备注

1 填报时间 采集录入

2 建设投资实际完成额 采集录入

3 实际新改建公路里程 采集录入

4 新增通三级公路乡镇个数 采集录入

5 新增通硬化路自然村个数 采集录入

6 危桥改造完成座数 采集录入

7 新增通硬化路乡镇和建制村个数 采集录入

8 附件 采集录入

9 说明 采集录入

1.1.3.1.1.14 采购项目数据接口

1.1.3.1.1.14.1 交互方式

与同级交通、财政等相关系统之间的数据交互，主要通过 EXCEL 数据表、JSON 文件

交换等形式完成彼此之间的数据交互。

1.1.3.1.1.14.2 交互内容

此次购买服务的数据支撑系统需要对接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现有的部分业务系统，获取

政府采购、合同等相关数据。

1.1.3.1.1.14.3 交换明细表

采购项目基本信息

采购项目基本信息表



序号 指标 备注

1 *采购（招标）年度 接入或采集录入

2 *区划 接入或采集录入

3 公路类别 系统自动生成

4 *采购项目编码 接入或采集录入

5 *项目名称 接入或采集录入

6 *是否重点项目 接入或采集录入

7 *招标方式 接入或采集录入

8 *招标类别 接入或采集录入

9 *招标编号 接入或采集录入

10 招标备案号 接入或采集录入

11 *招标单位 接入或采集录入

12 招标联系人 接入或采集录入

13 联系电话 接入或采集录入

14 手机号 接入或采集录入

15 招标组织形式 接入或采集录入

16 招标代理机构 接入或采集录入

17 投标文件递交时间 接入或采集录入

18 招标文件获取时间 接入或采集录入

19 建设内容 接入或采集录入

注：

1、招标类别：001-勘察设计、002-施工、003-监理、004-设备材料采购、005-代建

单位、006-投资人、007-保险、008-试验检测、009-工程总承包、010-咨询评估、011-

建设单位、012-委托审计、013-招标代理机构；

2、招标方式：公开招标、竞争性谈判、邀请招标、比选；

3、公路类别：国道建设、普通省道建设、农村公路建设；

中标信息表

序号 指标 备注

1 采购项目编码 接入或采集录入

2 招标编号 接入或采集录入

3 *招标类别 接入或采集录入

4 *标段名称 接入或采集录入

5 *包号 接入或采集录入



6 *中标编号 接入或采集录入

7 *中标单位 接入或采集录入

8 *组织机构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接入或采集录入

9 *中标金额（万元） 接入或采集录入

10 其中：财政金额 接入或采集录入

11 其中：非财政金额 接入或采集录入

12 *联系人 接入或采集录入

13 *身份证号 接入或采集录入

14 *手机号 接入或采集录入

15 中标原因 接入或采集录入

注：中标表中没有中标联系人信息的，可以取中标单位的注册人信息。

合同信息表

合同信息表

序号 指标 备注

1 采购项目编码 接入或采集录入

2 *中标编号 接入或采集录入

3 标段名称 接入或采集录入

4 包号 接入或采集录入

5 *合同编号 接入或采集录入

6 合同类型 接入或采集录入

7 *是否分包 接入或采集录入

8 合同金额（万元） 接入或采集录入

9 合同协议签署日期 接入或采集录入

10 计划工期（天） 接入或采集录入

11 计划开工时间 接入或采集录入

12 公路类别 系统自动生成

注：合同类型包括设计、施工、监理。

中标企业信息

中标企业信息表

序号 指标 备注

1 行政区划 接入或采集录入

2 组织机构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接入或采集录入



3 单位名称 接入或采集录入

4 营业执照编号 接入或采集录入

5 有效期起始时间 接入或采集录入

6 有效期终止时间 接入或采集录入

7 发证单位 接入或采集录入

8 发证时间 接入或采集录入

9 企业注册地 接入或采集录入

10 企业所在地 接入或采集录入

11 成立日期 接入或采集录入

12 注册资本（万元） 接入或采集录入

13 企业类型 接入或采集录入

14 单位网址 接入或采集录入

15 开户行 接入或采集录入

16 开户账号 接入或采集录入

17 企业负责人 接入或采集录入

18 法定代表人 接入或采集录入

企业资质信息

中标企业信息表

序号 指标 备注

1 资质许可机关级别 接入或采集录入

2 资质类型 接入或采集录入

3 资质序列 接入或采集录入

4 资质专业 接入或采集录入

5 资质等级 接入或采集录入

6 资质许可机关名称 接入或采集录入

7 发证日期 接入或采集录入

8 证书编号 接入或采集录入

9 证书有效期始 接入或采集录入

10 证书有效期止 接入或采集录入

11 承包工程（服务）范围 接入或采集录入

12 资质证书副本扫描件 接入或采集录入



1.1.3.1.1.15 财政数据接口

1.1.3.1.1.15.1 交互方式

与同级交通、财政等相关系统之间的数据交互，主要通过 EXCEL 数据表、JSON 文件

交换等形式完成彼此之间的数据交互。

1.1.3.1.1.15.2 交互内容

此次购买服务的数据支撑系统需要对接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现有的部分业务系统，获取

财政预算、指标等相关数据。

1.1.3.1.1.15.3 交换明细表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预算资金构成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预算资金构成表

序号 指标 备注

1 *年度 采集录入

2 *行政区划 采集录入

3
*项目类型

建设项目、养护工程、日常

养护

4

资金来源（万

元）

合计 采集录入

5 中央

财政

资金

中央财政资金小计 采集录入

6 车购税资金 采集录入

7 中央财政其他资金 采集录入

8 海南省财政资金 采集录入

9 市级财政资金 采集录入

10 县级财政资金 采集录入

11 乡镇财政资金 采集录入

12 备注 采集录入

对下转移支付分配下达表

对下转移支付分配下达表

序号 指标 备注

1 *年度 数据接入

2 *行政区划 数据接入

3 *下达区划 数据接入

4 *指标文号 数据接入

5 上级文号 数据接入

6 资金归属处室 数据接入

7 专项资金 数据接入

8 项目名称 数据接入

9 资金性质 数据接入

10 资金来源 数据接入

11 功能科目 数据接入

12 政府经济分类 数据接入



13 部门经济分类 数据接入

14 发文日期 数据接入

15 登记日期 数据接入

16 *指标金额 数据接入

17 *是否奖补资金 补充录入

18 摘要 数据接入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支出明细表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支出明细表

序号 指标 备注

1 *年度 数据接入

2 *行政区划 数据接入

3 *项目名称 数据接入

4 *指标文号 数据接入

5 *功能科目 数据接入

6 *部门经济科目 数据接入

7 *项目单位 数据接入

8 *收款人名称 数据接入

9 *收款人账号 数据接入

10 *资金性质 数据接入

11 *用途 数据接入

12 *支付金额 数据接入

1.1.3.1.1.16 部省数据接口

为确保实现部、省两级“以奖代补”考核数据的交换共享，实现部、省两级数据互联

互通，依托交换共享平台，采用网络服务接口实现数据交互。



1.1.3.1.1.16.1 交互方式

部、省两级“以奖代补”考核数据业务逻辑机构

数据支撑系统的数据库通过数据同步的方式更新到省级数据交换共享库内，省级系统

通过调用交换共享平台数据接口，将省级考核数据上报到部级交换共享库内；部级系统通

过实时数据同步、按需调用等方式使用部级考核数据，或穿透调用省级数据支撑的明细数

据。

1.1.3.1.1.16.2 交互内容

交互内容表

序号 数据内容 备注

二 部、省交换数据表

（一） 建设任务

H1 年度建设计划情况表

H2 月度建设完成情况表

（三） 养护任务（年度）

H3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技术状况汇总表

H4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桥梁汇总表

（四） 财政投入（季度）

H5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地方财政投入汇总表

1.1.3.1.1.16.3 交换明细表

年度建设计划情况表

年度建设计划情况表



序号 指标 备注

1 *年度

2 *行政区划

3 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完成额（万元）

4 普通省道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完成额（万元）

5 农村公路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完成额（万元）

6 计划新改建里程（公里）

7 普通省道新改建里程（公里）

8 农村公路新改建里程（公里）

9 计划新增通三级及以上公路乡镇个数（个）

10 计划新增通硬化路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个数（个）

11 计划完成危桥改造数量（座）

12 计划完成村道安防工程里程（公里）

月度建设完成情况表

月度建设完成情况表

序号 指标 备注

1 年度

2 月份

3 行政区划

4 自年初累计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完成额（万元）

5 自年初累计普通省道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万元）

6 自年初累计农村公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万元）

7 自年初累计新改建里程（公里）

8 自年初累计普通省道新改建里程（公里）

9 自年初累计农村公路新改建里程（公里）

10 自年初累计新增通三级及以上公路乡镇个数（个）

11 自年初累计新增通硬化路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个数（个）



12 自年初累计完成危桥改造数量（座）

13 自年初累计完成村道安防工程里程（公里）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技术状况汇总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技术状况汇总表

序号 指标 备注

1 年度

2 行政区划

3 普通省道里程（公里）

4 普通省道评定里程（公里）

5 普通省道优良等路里程（公里）

6 普通省道优、良路率（%）

7 农村公路里程（公里）

8 农村公路评定里程（公里）

9 农村公路优、良等路里程（公里）

10 农村公路优良路率（%）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桥梁汇总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桥梁汇总表

序号 指标 备注

1 年度

2 行政区划

3 普通省道桥梁数量（座）

4 普通省道桥梁长度（延米）

5 普通省道一二类桥梁数量（座）

6 普通省道一二类桥梁长度（延米）

7 普通省道一二类桥梁比例（%）

8 农村公路桥梁数量（座）

9 农村公路桥梁长度（延米）

10 农村公路一二三类桥梁数量（座）

11 农村公路一二三类桥梁长度（延米）

12 农村公路一二三类桥梁比例（%）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地方财政投入

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地方财政投入表

序号 指标 备注

1 年度



序号 指标 备注

2 行政区划

3 普通省道建设地方财政投入（万元）

4 农村公路建设地方财政投入（万元）

5 普通省道养护地方财政投入（万元）

6 农村公路养护地方财政投入（万元）

系统集成

1.1.3.1.1.17 统一登录入口

由统一门户提供的唯一入口登录业务系统。门户提供登录入口、消息公告管理等内容。

通过门户实现业务系统等初步集成。

集成系统跳转支持一级菜单和二级菜单两种方式：一级菜单通过平台登录后，左侧区

域显示各个业务系统，选择某个业务系统后跳转到该业务系统门户首页中；二级菜单是登

录平台后，左侧区域显示各个业务系统，选择某个业务系统后展现出该业务系统的二级菜

单，选择该二级菜单跳转到该业务系统的二级菜单界面。

（1）一级菜单跳转

平台登录后，对各个业务系统统一配置，配置后的业务系统在平台左侧区域显示，平

台通过 url 地址栏传输给业务系统，业务系统接收到 url 地址栏返回给平台进行验证，验

证通过后跳转到该业务系统的门户首页中。

（2）二级菜单跳转

基于一级菜单的基础上，配置二级功能菜单，配置后的业务系统在平台左侧区域显示，

平台通过 url 地址栏传输给业务系统，业务系统接收到 url 地址栏返回给平台进行验证，

验证通过后跳转到该业务系统的办公区界面。

1.1.3.1.1.18 统一待办事项

实现从下游各业务系统获取当前登录用户的待办信息，并统一在门户首页向登录用户

进行展示。用户可以通过此功能快速知道自己需要处理的工作、所属业务系统、待办事项

提醒时间等信息。

为了降低耦合度，提高系统的可扩展性，平台通过配置，统一向所有业务系统发送

appID，通过 webservice 接口调用的方法，业务系统返回平台进行验证后，将各个系统的

待办事宜显示在平台的门户首页中。

（1）一级待办菜单



平台对各个业务系统进行接口配置，配置后的业务系统在平台左侧区域显示，通过调

用业务系统提供的 webservice 接口，将该业务系统的所有待办事宜明细显示在平台的右

侧区域，也可以把待办总数量显示在左侧区域。

（2）二级待办菜单

基于一级系统菜单的基础上，配置二级功能菜单，配置后的业务系统在平台左侧区域

显示，通过调用业务系统提供的 webservice 接口，将该业务系统按业务分类过滤数据，

将待办事宜明细显示在平台的右侧区域，也可以按照业务分类把待办数量显示在左侧区域。

1.1.3.1.1.19 统一用户管理

用户是登录业务系统的身份信息，是统一登录入口的前提。统一用户管理需要支持统

一用户的维护、审核、下发等管理，业务系统必须使用统一用户。统一用户管理主要包括

统一用户信息管理、统一用户身份认证、用户信息与业务系统同步、统一 CA 认证等四个

部分：

1.1.3.1.1.19.1 用户信息管理

用户信息管理，定位为统一用户账号集中、统一管理的基础模块，以用户的真实信息

为基础，按照“一人一账号，一账号一人”的原则，管理各业务系统的用户账号创建，账

号信息修改，账号密码修改，账号信息同步等内容。统一用户管理模块作为财政各业务应

用系统唯一的用户账号来源，是其他业务应用系统用户数据的源头。

1.1.3.1.1.19.2 用户身份认证

用户身份认证，定位为统一身份认证（KEY）的管理，KEY 的具体制作由相关安全厂

商提供，但制作 KEY 信息的管理以及 KEY 信息与用户信息的关联由用户身份认证完成，从

而建立用户管理的完整流程。

数据支撑系统与平台整合时需要通过平台提供的单点登录、身份认证接口从平台获取

用户信息，并验证用户身份的有效性。

用户通过平台登录入口验证用户的基本信息。验证通过后用户信息缓存到平台系统中，

同时平台为用户生成令牌（TokenID）。用户跳转到数据支撑系统时会携带 TokenID，业

务系统通过 TokenID 来识别用户身份，并可以通过 TokenID 从平台获取用户信息。



单点登录认证流程图

1.1.3.1.1.19.3 与业务系统同步

用户信息同步，定位为对用户信息进行同步，从而实现用户数据与各业务系统的一致

性。各接入平台的业务应用系统，通过统一用户管理所提供的消息主题来接收用户数据，

从而实现用户同步的功能。

本分包所建设的所有系统需集成至海南省交通运输综合业务平台一期统一框架中，实

现用户统一管理、权限分配、单点登录。

（2）商务要求

1、项目工期要求

合同履行期限（交付期）：3个月。建设地点：海南省海口市

2、实施要求

投标人须对项目实施的规划和步骤加以说明，投标人应做出整个项目分阶段的详细进

度计划，明晰表述各阶段项目里程碑，以及对进度完成的保证措施和补救方法。

投标人必须针对本项目提供完善的项目管理实施方案（包括项目组团队的组建方案）

和项目进度计划表。

3、安装调试要求

投标人负责合同规定的应用软件的安装、集成和联调。投标人在安装调试阶段，保证



不影响现有业务系统的正常运行。

4、验收要求

系统整体功能交付达到了全部规定要求，系统上线后稳定试运行 3个月后，通过项目

监理方认可，且在提交全部相关文档、报告、源代码等交付物的前提下，由中标方向采购

方提出项目竣工验收申请，采购人按照国家、海南省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进行验收。

5、售后服务

投标人必须提供详细的保修期内技术支持和服务方案，技术支持和服务方案（包括但

不限于）：

1）整体项目提供不少于二年的免费维护，从项目通过竣工验收起算。

2）为最终用户提供 7*24 小时技术服务热线，负责解答用户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并

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操作方法；提供 7*24 小时现场和技术支持服务，15 分钟内响

应，2小时内到达指定现场。

3）承建单位要拥有一支受过良好培训且富有经验的技术支持服务队伍，对系统运行

中可能出现的技术问题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过程中，承建单位

需解决各方面的问题并为用户创造可靠的在线业务环境。

6、培训

培训对象为项目单位的工作人员、系统管理人员。其中：

1）中层以上领导

通过培训，使领导能掌握其日常工作所用系统各功能模块的使用。

2）一般用户

本项目中各系统的使用人员。通过培训，能掌握其日常工作所用系统各功能模块的使

用。

3）系统管理人员

即在实施建设项目过程中主要参与全过程实施的各专业工程师与技术开发人员和系

统维护人员，通过培训，掌握系统的基本维护和日常管理工作，当系统出现一般性问题时，



通过培训的系统管理人员能及时解决问题，不影响系统的使用。

人员培训的目的是为了使工作人员了解、掌握本系统所涉及的各种技术和设备，更有

效和更全面地应用、管理系统。对于一般工作人员，应能灵活操作、使用本系统，对于系

统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要能够达到独立操作、分析、判断解决系统一般性问题。各项培

训的内容和目的如下：

（1）领导交流与培训

信息系统作为一把手工程，需要为各级领导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交流，使其对系统

有更深刻的认识，积极参与，并主动带头使用，促进内部工作人员不断使用本系统。领导

培训除要完成必要的使用培训外，更多的是与领导进行沟通，充分体现各级领导对系统提

出的要求，并将这种要求贯彻到系统的建设过程中。

（2）技术培训

技术人员需要对整个系统有比较深入地了解，以便能够自主完成对系统的日常维护工

作，并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在系统的标准体系框架下，丰富系统的功能。技术培训效果的

好坏直接影响未来系统的使用效果。技术培训面向负责系统运行维护的相关技术人员，重

点是平台的管理、数据库管理、软件使用及系统日常维护工作。

（3）使用培训

面向项目的全体使用者提供使用培训，由于系统使用涉及的部门众多、人员众多，业

务繁重，针对为这类人员的具体情况，可以提供若干期“大课”的形式，配合培训教材，

使其初步掌握系统的使用方法，在具体的工作中，还可以由各部门的“应用系统管理员”

言传身教，为其解决具体的操作问题。对于系统的普通用户来说，除了采用上述集中参加

培训外，最好的也是最直接的培训方法，是培养工作人员自学习的兴趣，通过本次项目建

设内容中的网上培训系统，为其提供在线的培训教程，促使其自主学习也是一种重要的手

段。

4）培训方式

培训方式采用集中培训、现场培训、发放宣传材料等相结合的方式，针对不同层次的



人员，开设不同的培训课程和确定培训方式。

（1）集中培训方式

分别针对系统管理员、系统维护人员和系统操作人员，开设集中培训课程。重点是系

统维护人员和系统操作人员，采用集中授课的方式，进行培训。

（2）现场培训方式

重点针对系统管理员，通过在现场的施工和培训，深层次地掌握系统各设备的使用、

维护、故障检修和各种日常操作等。

（3）宣传材料方式

针对平时工作繁忙的大量普通用户，可以印制宣传材料在相应的职能部门向用户发放，

促进其自学。

7、付款时间、方式及条件

根据省财政年度预算安排，具体以实际签署合同为准。初步拟定为：（1）合同分包

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甲方凭乙方开具的正式有效发票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

（2）合同分包完成阶段性工作，甲方凭乙方开具的正式有效发票，于 10 个工作日内向乙

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3）合同分包初验通过专家评审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凭乙

方开具的正式有效发票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4）合同分包通过整体竣工验收

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凭乙方开具的正式有效发票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5%。

（4）合同总金额的 5%作为质保金。竣工验收合格两年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凭乙方开

具的正式有效发票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5%。

8、其他要求

知识产权归属海南省交通运输路网监测和应急指挥保障中心所有。



海南省交通运输综合业务平台建设项目（2022）（海南自由贸易港智慧

海峡管理服务系统、海南省道路运政管理信息系统升级、海南省重点运

营车辆联网联控系统升级、海南省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考试系统、海南省

交通厅 12328 与交通部数据上报系统）F 包

（1）技术要求

1.1.4 海南省道路运政管理信息系统升级

（8）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

1.1.4.1.1.1业务逻辑描述

该功能实现了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事项的管理，包括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备案、

变更、暂停、恢复等功能以及租赁小微型客车的备案、变更、终止功能等服务事项，并以

通过嵌入表单的方式实现企业通过省一体化平台办理这些事项；并实现了小微型客车租赁

业户、租赁小微型客车的台账、经营注销、综合查询、统计分析等日常管理功能。

其业务流程图如下：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业务流程图

申请业户通过业务窗口或省一体化政务服务网填写表单，提交申请后，行政主管部门

通过海南省道路运政服务信息系统进行审批、办结，并将审批过程，结果反馈到省一体化

政务服务平台，以及将结果反馈给申请业户。

业务协同情况

业务协同情况表

序号 业务协同平台 协同内容

1 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收件信息、审批流程、审批结果、证照签收。

2 海南省道路运政服务信息系统 收件信息、审批流程、审批结果、制证

3 省数据交换共享平台 提供电子证照库供调取



1.1.4.1.1.2数据流定义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数据流图

海南省政务服务网提供网上和综窗申请入口，申请人进行事项申报填写嵌入表单页信

息，表单页通过接口从海南省道路运政服务信息系统中带出申请人信息，表单填写完成提

交时海南省道路运政服务信息系统对数据进行校验，校验通过后方可保存。保存成功后表

单保存在海南省道路运政服务信息系统，申请人可继续提交材料至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行政审批系统。

材料提交完成后流转至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行政审批系统预审，预审通过后流转至

海南省道路运政服务信息系统进行审批。

海南省道路运政服务信息系统获取到来自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行政审批系统的业

务受理办件信息，以及办件材料，进行业务审批办理，同时将业务办理状态同步至省一体

化政务服务平台；业务办理至制证环节，通过海南省数据交换共享平台调取电子签章进行

制证，生成电子证照，并将电子证照推送至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海南省道路运输便民服务支撑系统业务办理完成后，将办理结果推送至“交通有我”

APP 以及海南省道路运输局官网，申请人可在“交通有我”APP 以及官网上上查看业务办

理结果相关信息。

1.1.4.1.1.3功能框架图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主要包含服务事项管理功能、日常管理功能，以及嵌入

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服务事项受理表单页功能开发。

服务事项功能主要实现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的备案、备案变更、暂停、恢复和终

止以及租赁小微型客车的经营备案、变更和经营终止。

日常管理功能实现了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的日常管理，包括经营业户和车辆的管

理，主要功能包括统综合查询、业户和车辆台账等。



嵌入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服务事项受理表单页功能开发是将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

服务的服务事项表单嵌入到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通过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

服务事项的申请和材料的提交。

小

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功能图

1.1.4.1.1.4各功能模块定义

1.1.4.1.1.4.1 服务事项功能开发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

为欲从事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的企业提供经营备案服务，该企业应提供相应齐全的材

料，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之后，实现对企业的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并提供备案证明；

企业在通过备案后，方可从事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

1、功能描述

（1） 新增备案

为企业提供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登记申请人信息，备案登记信息，经营范围，

经营场地，注册地址，服务机构地址，联系方式信息等。

（2） 备案详情

在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页面生成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列表，点击列表中的任

意一条企业备案信息，可查看该企业的备案的详细情况。

（3） 备案查询

通过企业性质，经营类型，企业名称，经营负责人名称等条件查询企业的备案信息。

（4） 备案详情



点击列表中的任意一条企业备案信息，可查看该企业的备案的详细情况。

（5） 查看流程及履历

点击备案详情页的查看流程及履历，生成办理流程示意图，可查看该企业的备案的详

细流程情况，包括受理、审核、审批、办结等流程。

2、业务流程

欲从事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的企业，可通过政务服务网或者政务窗口填写经营备案申

请表单，并提交备案所需材料，该申请流转到海南省道路运输便民服务业务支撑系统，行

政主管机构通过该系统对该申请进行审核，备案材料不完备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审核不通

过，行政主管机构书面通知补充完善；符合要求的，备案通过，并出示备案证明，在网上

查询，并将备案信息反馈给行政审批系统。

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业务流程图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变更

为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企业提供经营备案变更服务，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企业备案事

项发生变更的，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可在变更之日起 15 日内到原备案机构办理变更备

案。

1、功能描述

（1） 新增备案变更

为企业提供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变更，并更新备案变更信息。

（2） 备案变更查询

通过企业性质，经营类型，企业名称，经营负责人名称等条件查询企业的备案变更信

息。

（3） 备案变更列表

在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页面生成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变更列表

（4） 变更列表详情

点击列表中的任意一条企业备案变更信息，可查看该企业的备案变更的详细情况。

（5） 查看流程及履历



点击备案变更详情页的查看流程及履历，生成办理流程示意图，可查看该企业的备案

变更的详细流程情况，包括受理、审核、审批、办结等流程。

2、业务流程

已通过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的企业，其备案事项发生变更的，可通过政务服务网

或者政务窗口填写经营备案变更申请表单，并提交备案变更所需材料，该申请流转到海南

省道路运输便民服务业务支撑系统，行政主管机构通过该系统对该申请进行审核，备案变

更材料不完备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审核不通过，行政主管机构书面通知补充完善；符合要

求的，备案变更通过，并出示变更后的备案证明，在网上查询，并将备案变更信息反馈给

行政审批系统。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变更业务流程图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暂停

为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企业提供经营暂停服务，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企业服务暂停的，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可在变更之日起 15 日内向原备案机构书面报告。

1、功能描述

（1） 新增经营服务暂停

为企业提供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提供经营暂停服务，登记服务暂停原因，暂停日期，

截止日期等。

（2） 经营服务暂停查询

通过企业性质，经营类型，企业名称，经营负责人名称等条件查询企业的经营服务暂

停信息。

（3） 经营服务暂停列表

在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暂停页面生成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暂停列表。

（4） 经营服务暂停详情

点击列表中的任意一条经营服务暂停信息，可查看该经营服务暂停的详细情况。

（5） 查看流程及履历



点击经营暂停查询详情页的查看流程及履历，生成办理流程示意图，可查看该企业的

备案的详细流程情况，包括受理、审核、审批、办结等流程。

2、业务流程

已通过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的企业，其经营服务需要暂停时，可通过政务服务网

或者政务窗口填写经营服务暂停申请表单，并提交经营服务暂停所需材料，该申请流转到

海南省道路运输便民服务业务支撑系统，行政主管机构通过该系统对该申请进行审核，符

合要求的给予通过。 对于提供分时租赁经营的，企业应当提前 30 日向社会公告。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暂停业务流程图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恢复

为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企业提供经营恢复服务，从事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企业办理过

经营服务暂停的，可通过该功能实现经营服务恢复。

1、功能描述

（1） 经营恢复新增

为企业提供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提供经营恢复服务，登记服务恢复原因，经营服务基

本信息，暂停信息，恢复日期等。

（2） 经营恢复查询

通过企业性质，经营类型，企业名称，经营负责人名称等条件查询企业的经营服务恢

复信息。

（3） 经营恢复列表

在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恢复页面生成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恢复列表。

（4） 经营恢复详情

点击列表中的任意一条经营服务恢复信息，可查看该经营服务恢复的详细情况。

（5） 查看流程及履历

点击经营恢复详情页的查看流程及履历，生成办理流程示意图，可查看该企业的备案

的详细流程情况，包括受理、审核、审批、办结等流程。



2、业务流程

已通过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的企业，其经营服务已经暂停的，可通过政务服务网

或者政务窗口填写经营服务恢复申请表单，并提交经营服务恢复所需材料，该申请流转到

海南省道路运输便民服务业务支撑系统，行政主管机构通过该系统对该申请进行审核，符

合要求的给予通过。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恢复业务流程图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终止

为从事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的企业提供经营终止服务，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终止经

营的，在终止经营之日起 15 日内，向原备案机构书面报告。行政管理机构收到书面和终

止经营申请之后，作出其终止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的决定。

1、功能描述

（1） 新增经营终止

为企业提供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终止服务，登记终止原因，并上传经营终止通知书及

经营者营业执照等。

（2） 经营终止查询

通过企业性质，经营类型，企业名称，经营负责人名称等条件查询企业的经营终止信

息。

（3） 经营终止列表

在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终止页面生成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终止列表。

（4） 经营终止详情

点击列表中的任意一条企业经营终止信息，可查看该企业的经营终止的详细情况。

（5） 查看流程及履历

点击经营终止详情页的查看流程及履历，生成办理流程示意图，可查看该企业的备案

的详细流程情况，包括受理、审核、审批、办结等流程。

2、业务流程



从事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的企业欲终止其经营，可通过政务服务网或者政务窗口填写

经营终止申请表单，并提交经营终止所需材料，该申请流转到海南省道路运输便民服务业

务支撑系统，行政主管机构通过该系统对该申请进行审核，材料不完备或者不符合要求的，

审核不通过，行政主管机构书面通知补充完善；符合要求的，终止其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

服务。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终止业务流程图

租赁小微型客车备案

从事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的企业在其通过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的企业提供经营备案

之后，可对其欲用于从事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的车辆进行备案；该企业应提供相应齐

全的材料，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之后，实现对企业的租赁小微型客车备案，并提供备案证

明；企业在车辆通过备案后，方可用其从事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

1、功能描述

（1） 新增车辆备案

为企业提供租赁小微型客车备案，登记申请人基本信息，备案登记信息，对租赁小微

型客车号牌号码、车辆类型、所有人、使用性质、品牌型号、注册日期、核定载人数等备

案信息进行建档。

（2） 车辆备案查询

通过车牌号，所有人等条件查询车辆的备案信息。

（3） 车辆备案列表

在租赁小微型客车备案页面生成租赁小微型客车备案列表。

（4） 车辆备案详情

点击列表中的任意一条车辆备案信息，可查看该车辆的备案的详细情况。

（5） 查看流程及履历

点击车辆备案详情页的查看流程及履历，生成办理流程示意图，可查看该企业的车辆

备案的详细流程情况，包括受理、审核、审批、办结等流程。



2、业务流程

已通过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的企业，可通过政务服务网或者政务窗口填写车辆备

案申请表单，并提交备案所需材料，该申请流转到海南省道路运输便民服务业务支撑系统，

行政主管机构通过该系统对该申请进行审核，备案材料不完备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审核不

通过，行政主管机构书面通知补充完善；符合要求的，备案通过，并出示备案证明，在网

上查询，并将备案信息反馈给行政审批系统。

租赁小微型客车备案业务流程图

租赁小微型客车备案变更

为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企业提供租赁小微型客车备案变更服务，租赁小微型客车备案

事项发生变更的，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可在变更之日起 15 日内到原备案机构办理变更

备案。

1、功能描述

（1） 新增车辆备案变更

为企业提供租赁小微型客车备案变更，并更新其车辆备案信息。

（2） 车辆备案变更查询

通过车牌号，所有人等条件查询车辆的备案变更信息。

（3） 车辆备案变更列表

在租赁小微型客车备案页面生成租赁小微型客车备案变更列表。

（4） 车辆备案变更详情

点击列表中的任意一条车辆备案变更信息，可查看该车辆的备案变更的详细情况。

（5） 查看流程及履历

点击备案变更详情页的查看流程及履历，生成办理流程示意图，可查看该企业的经营

服务终止的详细流程情况，包括受理、审核、审批、办结等流程。

2、业务流程

企业对于已通过租赁小微型客车备案的车辆，其备案事项发生变更的，可通过政务服



务网或者政务窗口填写经营备案变更申请表单，并提交备案变更所需材料，该申请流转到

海南省道路运输便民服务业务支撑系统，行政主管机构通过该系统对该申请进行审核，备

案变更材料不完备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审核不通过，行政主管机构书面通知补充完善；符

合要求的，备案变更通过，并出示变更后的备案证明，在网上查询，并将备案变更信息反

馈给行政审批系统。

租赁小微型客车备案变更业务流程图

租赁小微型客车经营终止

为从事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的企业提供租赁小微型客车经营终止服务，租赁小微型客

车终止经营的，在终止经营之日起 15 日内，向原备案机构书面报告。行政管理机构收到

书面和终止经营申请之后，作出其租赁小微型客车终止租营服务的决定。

1、功能描述

（1） 新增车辆经营终止

为企业提供租赁小微型客车经营终止服务，登记终止原因，并上传经营终止通知书及

经营者营业执照等。

（2） 车辆经营终止查询

通过车牌号，所有人等条件查询企业的租赁小微型客车经营终止信息。

（3） 车辆经营终止列表

在租赁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终止页面生成租赁小微型客车经营终止列表。

（4） 车辆经营终止详情

点击列表中的任意一条车辆经营终止信息，可查看该车辆的经营终止的详细情况。

（5） 查看流程及履历

点击经营终止详情页的查看流程及履历，生成办理流程示意图，可查看该企业的备案

的详细流程情况，包括受理、审核、审批、办结等流程。。

2、业务流程

从事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的企业欲终止其租赁小微型客车经营，可通过政务服务网或

者政务窗口填写经营终止申请表单，并提交经营终止所需材料，该申请流转到海南省道路



运输便民服务业务支撑系统，行政主管机构通过该系统对该申请进行审核，材料不完备或

者不符合要求的，审核不通过，行政主管机构书面通知补充完善；符合要求的，终止其租

赁小微型客车经营服务。

租赁小微型客车经营终止业务流程图

1.1.4.1.1.4.2 功能项开发

小微型客车租赁业户台账

可查看所有小微型客车租赁业户信息，包括经营者名称、备案编号、备案日期、经营

类型、经营范围、企业注册地、经营业户负责人、服务机构地址、联系方式、备案机构、

档案编号等。

1、功能描述

（1） 查询

（2） 可根据经营者名称、备案编号、备案日期、经营类型、经营范围、企业注册

地、经营业户负责人、服务机构地址、联系方式、备案机构、档案编号等，设置查询条件

查询经营业户信息。

（3） 导出

（4） 可以 EXCEL 的形式导出所有的或者符合查询条件的经营业户台账信息。

（5） 查看

（6） 点击业户台账列表中的任意一条业户台账，可查看该业户的详细信息。

（7） 查看租赁业户基本信息详情

点击业户台账列表中的任意一条业户台账，可查看该业户的基本信息。

（1） 查看租赁业户车辆信息

点击业户台账列表中的任意一条车辆台账，可查看该业户的车辆信息。

（2） 查看电子档案

点击业户台账列表中的任意一条车辆台账，可查看该业户的电子档案。

（3） 查看生命履历



点击业户台账列表中的任意一条车辆台账，可查看该业户的生命履历。

租赁小微型客车台账

可查看所有小微型客车租赁业户信息，包括经营者名称、备案编号、备案日期、租赁

小微型客车号牌号码、车辆类型、所有人、使用性质、品牌型号、注册日期、核定载人数、

备案机构、档案编号等。

1、功能描述

（8） 查询

可根据经营者名称、备案编号、备案日期、租赁小微型客车号牌号码、车辆类型、所

有人、使用性质、品牌型号、注册日期、核定载人数、备案机构、档案编号等，设置查询

条件查询车辆台账信息。

（9） 导出

可以 EXCEL 的形式导出所有的或者符合查询条件的租赁小微型客车台账信息。

（10）查看

点击业户台账列表中的任意一条车辆台账，可查看该车辆的详细信息。

（11）查看租赁业户车辆信息

点击业户台账列表中的任意一条车辆台账，可查看该业户的车辆信息。

（12）查看电子档案

点击业户台账列表中的任意一条车辆台账，可查看该业户的电子档案。

（13）查看生命履历

点击业户台账列表中的任意一条车辆台账，可查看该业户的生命履历。

综合查询

通过企业性质，经营类型，企业名称，经营负责人名称、租赁车辆等条件进行各类综

合查询。在综合查询功能模块中，针对网约车辆、经营业户和驾驶员提供各类综合查询。

并展示网约车辆、经营业户、驾驶员的信息列表。

（1）综合查询

针对网约车辆、经营业户、驾驶员提供各类条件进行查询

（2）信息展示

在该页面展示网约车辆、经营业户、驾驶员的信息列表。

（3） 查询

在综合查询功能模块中，针对租赁经营者和租赁车辆提供各类综合查询。



（4） 统计

在综合查询功能模块中，对租赁经营者和租赁车辆数据进行统计。

（5） 展示

在综合查询功能模块中，对查询各类综合数据进行展示。

1.1.4.1.1.4.3 嵌入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服务事项受理表单

页开发

嵌入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表单开发，在“省政务服务网”中嵌入小微型客车租赁

经营备案、小微型租赁经营备案变更、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暂停、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恢

复、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终止、租赁小微型客车备案、租赁小微型客车备案变更、租赁小

微型客车终止经营受理表单页面，实现小微型租赁经营者可通“海南省省政务服务网”申

请办理以下八项业务。

嵌入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表单开发功能图

1.1.4.1.1.5实现各模块功能的技术方案

1．主要实现小微型客车的经营事项的的管理功能、日常管理；

2．通过表单嵌入的方式实现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服务事项办理。

1.1.4.1.1.6接口开发及系统集成

1.1.4.1.1.6.1 与交通运输部数据交换和共享平台对接接口

开发

针对服务清单，需要进行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租赁小微型客车备案信息与交通运



输部数据交换和共享平台进行互联互通，实现与全国互联道路运输便民服务系统对接，小

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租赁小微型客车备案信息可在系统中进行查询。

1.1.4.1.1.6.2 与交通有我 APP 对接接口开发

通过接口开发，可将省道路运输便民服务支撑系统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变更终

止，租赁小微型客车备案等信息同步到“交通有我”APP，用户企业可在该 APP 上查询这

些信息的详情。

1.1.4.1.1.6.3 与省道路运输局官网对接

通过接口开发，可将省道路运输便民服务支撑系统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变更终

止，租赁小微型客车备案等信息同步到省道路运输局官网，在官网信息查询模块小微型客

车租赁经营备案等相关信息。

1.1.4.1.1.6.4 与省交换共享平台数据对接

将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租赁小微型客车、逾期未办理企业等数据推送至省交换共

享平台。

1.1.4.1.1.6.5 接口开发及系统集成采用的方式

对于行业外数据的交换共享，可基于 Web Service 接口方式完成相关信息的查询核

对。Web Service 接口应按照标准协议接入企业服务总线（ESB），实现各类系统的互联

互通和有效集成。

针对行业内数据交换共享，包括基础数据、部分业务数据拟采取数据文件交换，供应

用系统数据库读取。数据文件的内容和格式等规范要求遵守《部省交通运输信用信息交换

指标》的相关技术要求。

数据库直接访问接口设计实现，系统间交换数据，可采用数据库直接访问方式，这种

方式实际上只需要在数据库中为相应应用授予读取或者写入的权限，使得对方应用可以直

接读取或者写入应用数据库即可。

API 接口设计实现应用系统向其他业务系统提供服务的过程中，API 调用方式被广泛

应用。应用系统提供基于 SOCKET 的服务端，基于 SOCKET 的 API，供其他应用系统调用。

具体的接口信息及实现方式如下：

接口信息表

序号 接口名称 接口类别 实现方式

1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

营服务事项接口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信息接口 API / WebService

2 小微型租赁客车信息接口 API / WebService

3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信息接口 API / WebService



4 小微型租赁客车备案信息接口 API / WebService

（9）综检改造

以前的三检合一，现在有所调整，检测报告不再提供综合性能报告，只有安检报告，

具体调整内容如下：

业务逻辑描述

改造运政系统中综检模块，以前的三检合一，现在有所调整，检测报告不再提供综合

性能报告，只有安检报告。

综检模块业务逻辑图

业务协同情况，只通过安运系统接口检测报告，无业务协同。

数据流定义

业户办理车辆业务如年审、过户、新增、签注等业务，通过系统接口调取相关检测材

料进行相应的业务办理。旧系统需调取道路运输车辆性能检验记录单照片，道路运输车辆

综合性能检验报告单照片，（危货车辆还需要调取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结果证明），新系

统只需调取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报告图片。

车辆业务办理数据流图

系统功能



本系统主要通过接口改造，实现综检调整后能够获取到收缴材料。

各功能模块定义

1.1.4.1.1.7客运车辆

客运车辆定义表

业务名称 原运政材料目录名称 原获取的综检材料 现要获取的综检材

料

客车新增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结果证明 1、道路运输车辆性能检

验记录单照片；

2、道路运输车辆综合性

能检验报告单照片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

验报告图片客车年审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报告单

客车等级签注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报告单

客车迁入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报告单

客车过户 汽车综合性能检测报告单

标志牌配发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报告单

旅游标志牌配发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报告单

1.1.4.1.1.8普货车辆

普货车辆定义表

业务名称 原运政收缴材料目录名称 原获取的综检材料 现要获取的综

检材料

普货新增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报告单和车

辆技术等级评定表，车辆燃料消

耗量达标车型参数及配置核查表

1、道路运输车辆性能检验

记录单照片；

2、道路运输车辆综合性能

检验报告单照片

机动车安全技

术检验报告图

片

普货年审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报告单

普货等级签注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报告单

普货迁入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报告单

普货过户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报告单

普货异地年审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报告单

1.1.4.1.1.9危货车辆

危货车辆定义表

业务名称 原运政材料目录名称 原获取综检材料 现要获取的综检

材料

危货新增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结果证明 1、道路运输车辆性能检验记

录单照片；

2、道路运输车辆综合性能检

验报告单照片；

3、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结果

证明

机动车安全技术

检验报告图片危货年审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报告单

危货等级签注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报告单

危货迁入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报告单

危货过户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报告单

1.1.4.1.1.10 出租车辆

出租车辆定义表

业务名称 原运政收缴材料名称 原获取综检材料 现获取的综检材

料

出租新增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结果证明 1、道路运输车辆性能检验

记录单照片；

2、道路运输车辆综合性能

机动车安全技术

检验报告图片出租年审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报告单



检验报告单照片

1.1.4.1.1.11 公交车辆

公交车辆定义表

业务名称 原运政收缴材料名称 原获取综检材料 现获取的综检材

料

公交新增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结果证明 1、道路运输车辆性能检验

记录单照片；

2、道路运输车辆综合性能

检验报告单照片

机动车安全技术

检验报告图片公交年审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报告单

公交迁入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报告单

1.1.4.1.1.12 教练车辆

教练车辆表

业务名称 原运政收缴材料名称 原获取综检材料 现获取的综检材

料

教练车新增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结果证明 1、道路运输车辆性能检验

记录单照片；

2、道路运输车辆综合性能

检验报告单照片

机动车安全技术

检验报告图片教练车签注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报告单

教练车迁入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报告单

教练车过户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报告单

实现各模块功能的技术方案

1．主要通过接口对接的方式实现车辆综检报告的获取。

接口开发及系统集成

1.1.4.1.1.13 综检接口调整

实现与综检系统的对接，获取综检收缴材料；

与综检对接的接口，目前需根据新的技术文档要求，接收新

附件材料；材料对应的代码值如下；

与综检对接的接口表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报告图片 9
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等级（一级）评

定表

2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报告图片（第

二页）超过一页时上传此项
10 道路运输达标车辆核查记录表

3
机动车行驶证图片（含主页和副

页，副页需包含最近的检验记录）
11 营运客车类型等级评定（复核）表

4
机动车行驶证副页背面页图片，有

检验记录的上传此项
12 车辆正前上方照片

5
道路运输证主页图片，或 IC 卡正

面图片
13 车辆正后上方照片

6
道路运输证车辆审验及技术等级

记录、违章记录页图片
14 制动工位左前 45 度照片

7
机动车排气污染物检测报告（预

留）
15 制动工位右后 45 度照片

8
机动车排气污染物检测报告（第二

页）（预留）
99 其他



1.1.4.1.1.14 接口开发及系统集成采用的方式

对于行业外数据的交换共享，可基于 Web Service 接口方式完成相关信息的查询核

对。Web Service 接口应按照标准协议接入企业服务总线（ESB），实现各类系统的互联

互通和有效集成。

针对行业内数据交换共享，包括基础数据、部分业务数据拟采取数据文件交换，供应

用系统数据库读取。数据文件的内容和格式等规范要求遵守《部省交通运输信用信息交换

指标》的相关技术要求。

数据库直接访问接口设计实现，系统间交换数据，可采用数据库直接访问方式，这种

方式实际上只需要在数据库中为相应应用授予读取或者写入的权限，使得对方应用可以直

接读取或者写入应用数据库即可。

API 接口设计实现应用系统向其他业务系统提供服务的过程中，API 调用方式被广泛

应用。应用系统提供基于 SOCKET 的服务端，基于 SOCKET 的 API，供其他应用系统调用。

通过接口获取安运系统的车辆安检报告数据，具体的接口信息及实现方式如下：

接口信息及实现方式表

序号 接口名称 接口类别 实现方式

11

车辆安检报告接口

客运车辆安检信息接口 API / WebService

12 普货车辆安检信息接口 API / WebService

13 危货车辆安检信息接口 API / WebService

14 出租车辆安检信息接口 API / WebService

15 公交车辆安检信息接口 API / WebService

16 教练车辆安检信息接口 API / WebService

（10）新增客运管理－定制客运管理

业务逻辑描述

定制客运是已经取得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的经营者依托电子商务平台发布道路客

运班线起讫地等信息、开展线上售票，按照旅客需求灵活确定发车时间、上下旅客地点并

提供运输服务的班车客运运营方式。该功能实现为已经取得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的经营

者提供班车客运定制服务备案、变更、终止等服务事项功能，并实现这些服务事项表单嵌

入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企业可通过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办理该事项；该功能还实现

了定制客运服务的企业、班线台账、综合查询、多维度统计的日常管理功能。

班线客运经营事项管理实现了新增班线客运经营服务备案及变更事项办理，并通过嵌

入表单方式实现了企业通过省一体化平台办理这些事项。



包车轨迹监管根据包车申请时填报的起始地、终点地、主要途径地的行政区划，对比

GPS 定位轨迹数据，对包车的行驶轨迹进行监测预警和监管。

定制客运及班线客运经营服务事项业务流程图

申请业户通过业务窗口或省一体化政务服务网填写表单，提交申请后，行政主管部门

通过海南省道路运政服务信息系统进行审批、办结，并将审批过程，结果反馈到省一体化

政务服务平台，以及将结果反馈给申请业户。

业务协同表

序号 业务协同平台 协同内容

1 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收件信息、审批流程、审批结果、证照签收。

2 海南省道路运政服务信息系统 收件信息、审批流程、审批结果、制证

3 省数据交换共享平台 提供电子证照库供调取

数据流定义

定制客运及班线客运经营服务事项数据流图

海南省政务服务网提供网上和综窗申请入口，申请人进行事项申报填写嵌入表单页信

息，表单页通过接口从海南省道路运政服务信息系统中带出申请人信息，表单填写完成提

交时海南省道路运政服务信息系统对数据进行校验，校验通过后方可保存。保存成功后表

单保存在海南省道路运政服务信息系统，申请人可继续提交材料至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行政审批系统。



系统功能

该系统模块主要包含定制客运管理、班线客运经营事项管理功能模块、包车轨迹监管

功能模块；制客运管理主要实现班车客运定制服务的事项办理及日常管理；班线客运经营

事项管理主要实现班线客运经营事项的管理及标志牌配发等功能；包车轨迹监管主要实现

包车轨迹的预警及监测监管。

客运管理功能图

各功能模块定义

1.1.4.1.1.15 定制客运管理功能开发

1.1.4.1.1.15.1 功能概述

定制客运是已经取得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的经营者依托电子商务平台发布道路客

运班线起讫地等信息、开展线上售票，按照旅客需求灵活确定发车时间、上下旅客地点并

提供运输服务的班车客运运营方式。该功能实现为已经取得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的经营

者提供班车客运定制服务备案、变更、终止等服务事项功能，并实现这些服务事项表单嵌

入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企业可通过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办理该事项；该功能还实现

了定制客运服务的企业、班线台账、综合查询、多维度统计的日常管理功能。



1.1.4.1.1.15.2 功能框架图

定制客运管理功能框架图

1.1.4.1.1.15.3 服务事项功能开发

新增班车客运定制服务备案

为已经取得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的经营者提供班车客运定制服务备案。欲从事班车

客运定制服务的企业，应当向原许可机构备案并提供：1、《班车客运定制服务信息表》，

2、与网络平台签订的合作协议或者相关证明，3、《新增班车客运定制服务备案申请书》

等材料，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之后，实现对企业的班车客运定制服务备案，并提供备案证

明；企业在通过备案后，方可从事班车客运定制服务。

1、功能描述

（1） 新增备案

为企业班线客运定制服务备案，登记经营者基本信息，包括经营者名称、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经营许可证编号、开展定制客运的道路客运班线及其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编号；

提供定制客运网络信息服务的电子商务平台的基本信息，包括平台名称、法定代表人、联

系方式、ICP 许可证号、粘贴“定制客运”标识的班车客运标志牌编号；网络平台的运营

方式以及拟投入定制客运车辆情况等信息；并审查其提交的材料，材料合格的，准予提交

审核。

（2） 备案查询

通过企业性质，企业名称，经营许可证编号，法定代表人名称等条件查询该客运制服

务备案信息。



（3） 备案列表

在班车客运定制服务备案页面生成新增班车客运定制服务备案的列表。

（4） 备案详情

点击列表中的任意一条班车客运定制服务备案信息，可查看该客运定制服务备案的详

细情况。

（5） 查看流程及履历

点击备案详情页的查看流程及履历，生成办理流程示意图，可查看该企业的备案的详

细流程情况，包括受理、审核、审批、办结等流程。

2、业务流程

欲从事定制客运服务的企业，可通过政务服务网、综窗或者运政窗口填写定制客运服

务备案申请表单，并提交备案所需材料，该申请流转到海南省道路运输便民服务业务支撑

系统，行政主管机构通过该系统受理该事项，对申请进行审核，备案材料不完备或者不符

合要求的，审核不通过，行政主管机构书面通知补充完善；符合要求的，备案通过，出示

备案证明，并将备案信息反馈给行政审批系统。其流程图如下。

定制客运服务备案业务流程图

班车客运定制服务备案变更

为企业提供班车客运定制服务备案变更，《班车客运定制服务信息表》记载信息发生

变更的，班车客运经营者应当到原机构重新备案，并提供，《班车客运定制服务备案变更

信息表》，《班车客运定制服务备案变更申请书》，申请备案时原许可机关出具的备案接

收文件原件等材料，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之后，实现对企业的班车客运定制服务备案变更，

并提供备案变更证明；企业在通过备案变更后，方可按照变更后的运营方式从事班车客运

定制服务。

1、功能描述

（1） 新增备案变更

为班线客运运营者提供班车定制服务备案变更，并更新备案变更信息。

（2） 备案变更查询



通过企业性质，企业名称，经营许可证编号，法定代表人名称等条件查询该客运定制

服务备案信息。

（3） 备案变更列表

在班车客运定制服务备案变更页面生成班车定制服务备案变更备案列表。

（4） 备案变更详情

点击列表中的任意一条班车定制客运服务备案变更信息，可查看该客运定制服务备案

变更的详细情况。

（5） 查看流程及履历

点击备案变更详情页的查看流程及履历，生成办理流程示意图。

2、业务流程

已通过班车定制客运服务备案的企业，其备案事项发生变更的，可通过政务服务网或

者政务窗口填写经营备案变更申请表单，并提交备案变更所需材料，该申请流转到海南省

道路运输便民服务业务支撑系统，行政主管机构通过该系统对该申请进行审核，备案变更

材料不完备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审核不通过，行政主管机构书面通知补充完善；符合要求

的，备案变更通过，出示变更后的备案证明，并将备案变更信息反馈给行政审批系统。其

流程图如下。

定制客运服务备案变更业务流程图

班车客运定制服务终止备案

为班车客运经营者提供班车客运定制服务终止备案服务，原客运班线经营期限届满，

客运班线经营者在经营期内申请终止定制服务的，可向原许可机构提出终止班车客运定制

服务，并提供《班车客运定制服务终止备案申请书》、申请备案时原许可机关出具的备案

接收文件原件等材料。

1、功能描述

（1） 新增班车客运定制服务备案终止

为企业提供班车客运运营者提供班车客运定制服务备案终止服务功能，登记备案终止

原因，并审查其提交的材料，材料合格的，准予提交审核。



（2） 班车客运定制服务备案终止查询

通过企业性质，企业名称，经营许可证编号，法定代表人名称等条件查询该客运定制

服务备案信息。

（3） 备案终止列表

在新增班车客运定制服务备案终止页面生成班车客运定制服务终止备案的列表

（4） 班车客运定制服务备案终止详情

点击列表中的任意一条制服务备案终止信息，可查看该制服务备案终止的详细情况。

（5） 查看流程及履历

生成办理流程示意图，可查看该企业的备案终止的详细流程情况，包括受理、审核、

审批、办结等流程。

2、业务流程

已通班车客运定制服务备案的企业，其备案需要终止时，可通过政务服务网或者政务

窗口填写班车客运定制服务备案终止申请表单，并提交备案终止所需材料，该申请流转到

海南省道路运输便民服务业务支撑系统，行政主管机构通过该系统对该申请进行审核，符

合要求的给予通过。其流程图如下。

定制客运服务备案终止业务流程图

1.1.4.1.1.15.4 日常管理功能项开发

企业定制客运的台账

可查看所有从事班车客运定制服务企业的信息，包括经营者名称、备案编号、备案日

期、经营类型、经营范围、企业注册地、经营业户负责人、服务机构地址、联系方式、备

案机构、档案编号，网络平台信息等。

1、功能描述

（1） 查询

可根据经营者名称、备案编号、备案日期、经营类型、经营范围、企业注册地、经营

业户负责人、服务机构地址、联系方式、备案机构、档案编号等，设置查询条件查询企业

信息。



（2） 导出

可以 EXCEL 的形式导出所有的或者符合查询条件的企业台账信息。

（3） 查看

点击业户台账列表中的任意一条业户台账，可查看该企业的详细信息。

（4） 车辆信息

点击业户台账列表中的任意一条业户台账，再点击车辆信息按钮，可查看该业户的定

制客运车辆的详细信息。

（5） 电子档案

点击业户台账列表中的任意一条业户台账，再点击电子档案按钮，可查看该业户的电

子档案的详细信息。

（6） 生命履历

点击业户台账列表中的任意一条业户台账，再点击生命履历按钮，可查看该业户的生

命履历的详细信息。

班线定制客运的台账

可查看所有班线定制客运的信息，包括经营者名称、备案编号、备案日期、班线定制

客运标志牌、投入车辆数，车辆类型、备案机构、档案编号等。

1、功能描述

（1） 查询

可根据经营者名称、备案编号、备案日期、班线定制客运标志牌、投入车辆数，车辆

类型、备案机构、档案编号等，设置查询条件查询客运定制服务台账信息。

（2） 导出

可以 EXCEL 的形式导出所有的或者符合查询条件的客运定制服务台账信息。

（3） 班线基本信息

点击班线台账列表中的任意一条业户台账，再点击车辆信息按钮，可查看该班线定制

客运的详细信息。

（4） 电子档案

点击班线台账列表中的任意一条班线台账，再点击电子档案按钮，可查看该班线的电

子档案的详细信息。

（5） 生命履历

点击班线台账列表中的任意一条班线台账，再点击生命履历按钮，可查看该班线的生



命履历的详细信息。

（6） 标志牌信息

点击班线台账列表中的任意一条班线台账，再点击生命履历按钮，可查看该班线定制

客运的标志牌信息。

综合查询

在综合查询功能模块中，针对企业定制客运和班线定制客运提供各类条件的综合查询，

并展示定制客运的信息列表。

（1）综合查询

针对企业定制客运和班线定制客运提供各类条件进行查询

（2）信息展示

在该页面展示定制客运的信息列表。

1.1.4.1.1.15.5 嵌入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服务事项受理表

单页开发

嵌入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表单开发，在“省政务服务网”中嵌入新增班车客运定

制服务备案、班车客运定制服务备案变更、班车客运定制服务备案终止受理表单页面，实

现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者可通“海南省政务服务网”申请办理以下三项业务。



嵌入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服务事项受理表单页功能图

1.1.4.1.1.16 班线客运经营事项管理功能模块

1.1.4.1.1.16.1 功能概述

该功能实现了新增班线客运经营服务备案及变更事项办理，并通过嵌入表单方式实现

了企业通过省一体化平台办理这些事项；并实现了道路客运班线经营信息表管理及配发班

车标志牌管理功能。



1.1.4.1.1.16.2 功能框架图

班线客运经营服务事项管理功能图

1.1.4.1.1.16.3 服务事项功能开发

新增班线客运经营事项备案

经营主体已取得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资质，且已许可准予具体道路客运班线经营事项，

并准予投放一定数量客车从事其班线客运经营的企业，应当向原许可备案其起讫地站点，

中途停靠的站点途径路线的事项，营运线路长度在 800 公里以上的客运班线还应当备案车

辆号牌，并提供：1、《新增班线客运经营事项备案申请书》，2、《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

政许可决定书》，3、《道路客运班线经营信息表》，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之后，实现对

企业的班线客运备案，并提供备案证明；企业在通过备案后，方可对该线路运营。

1、功能描述

（1） 新增备案

为企业新增班线客运经营事项备案，登记经营者基本信息，包括经营者名称、法定代

表人、联系方式、经营许可证编号；已许可事项信息，包括客运班线编号、起讫地、中途

停靠的客运站点、客运班线经营期限，日发=班线下限；备案事项信息，包括起讫点地客

运站点、自定中途停靠的客运站点、途经路线、备案经营事项自定期限；并审查其提交的

材料，材料合格的，准予提交审核。

（2） 备案查询

通过企业性质，企业名称，经营许可证编号，线路编号等条件查询新增班线客运经营



事项备案信息。

（3）备案列表

在班线客运经营事项备案页面生成班线客运经营事项备案的列表。

（4）备案详情

在新增班线客运经营事项备案页面生成新增班线客运经营事项备案列表，点击列表中

的任意一条新增班线客运经营事项备案信息，可查看该新增班线客运经营事项备案的详细

情况。

（5）查看流程及履历

点击班线客运经营事项备案详情页可查看流程及履历，生成办理流程示意图。

2、业务流程

欲从事道路客运班线经营的，且经营主体已取得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资质，且已许可准

予具体道路客运班线经营事项，并准予投放一定数量客车从事其班线客运经营的企业，可

通过政务服务网、综窗或者运政窗口填写新增班线客运经营事项备案申请表单，并提交备

案所需材料，该申请流转到海南省道路运输便民服务业务支撑系统，行政主管机构通过该

系统受理该事项，对申请进行审核，备案材料不完备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审核不通过，行

政主管机构书面通知补充完善；符合要求的，备案通过，出示备案证明，并将备案信息反

馈给行政审批系统。其流程图如下。

新增班线客运经营事务备案业务流程图

变更班线客运经营事项备案

为企业提供班线客运经营事项备案变更，先前备案的道路客运班线许可经营事项或实

际经营事项发生变化，原备案的班线客运经营事项主要信息需要变更，班线客运经营主体

应当重新备案，并提供，1、《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2、道路客运班线经

营信息表，3、《变更班线客运经营事项备案申请书》等材料，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之后，

实现对企业的班线客运经营事项备案变更，并提供备案变更证明；企业在通过备案变更后，

方可按照变更后的运营方式运营线路。



1、功能描述

（1）新增备案变更

为班线客运运营者提供班线客运经营事项备案，并更新备案变更信息。

（2） 备案变更查询

通过企业性质，企业名称，经营许可证编号，线路编号等条件查询新增班线客运经营

事项备案变更信息。

（3）备案变更列表

在班线客运经营事项备案变更页面生成班线客运经营事项备案变更的列表。

（4） 备案变更详情

点击列表中的任意一条新增班线客运经营事项备案变更信息，可查看该新增班线客运

经营事项备案变更的详细情况。

（5）查看流程及履历

点击班线客运经营事项备案变更详情页可查看流程及履历，生成办理流程示意图。

2、业务流程

已通过班线客运经营事项备案的企业，其备案事项发生变更的，可通过政务服务网或

者政务窗口填写班线客运经营事项备案变更申请表单，并提交备案变更所需材料，该申请

流转到海南省道路运输便民服务业务支撑系统，行政主管机构通过该系统对该申请进行审

核，备案变更材料不完备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审核不通过，行政主管机构书面通知补充完

善；符合要求的，备案变更通过，出示变更后的备案证明，并将备案变更信息反馈给行政

审批系统。其流程图如下

班线客运经营事项备案变更业务流程图

1.1.4.1.1.16.4 客运管理新增功能项

道路客运班线经营信息表管理

1、功能描述

（1）道路客运班线经营信息表生成



当企业通过新增班线客运经营事项备案后，生成新的道路客运班线经营信息表。有标

志牌号，没有对应《道路客运班线经营信息表》信息的，可录入生成，生成后对应《的道

路客运班线经营信息表》入库。

（2）道路客运班线经营信息表更新

当客运班线许可事项或者备案事项发生变更的，更新信息表内容后换发《道路客运班

线经营信息表》。

（3）道路客运班线经营信息表打印

用于为经营业户打印《道路客运班线经营信息表》，逾期线路的不能打印。

（4）道路客运班线经营信息表查询

可通过线路名称、标志牌号等条件查询对应的《道路客运班线经营信息表》信息。

配发班车标志牌管理

1、功能描述

（1）800 公里以下线路标志牌配发

可提供营运线路长度在 800 公里以下的班线配发标志牌，配发的标志牌只与线路信息

绑定。

1.1.4.1.1.16.5 嵌入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服务事项受理表

单页开发

嵌入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表单开发，在“省政务服务网”中嵌入新增班线客运经

营事项备案、班线客运经营事项备案变更受理表单页面，实现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者可通“海

南省省政务服务网”申请办理以下两项业务。



嵌入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服务事项手里表单页功能图

1.1.4.1.1.17 包车轨迹监管

1.1.4.1.1.17.1 系统概述

包车轨迹监管根据包车申请时填报的起始地、终点地、主要途径地的行政区划，对比

GPS 定位轨迹数据，当车辆填报的行驶轨迹在本次出车活动的轨迹数据中偏离对应的行程

节点的行政区划信息，则进行轨迹偏离预警。主要内容包括：客运包车轨迹数据校验、包

车轨迹监管预警、企业端预警列表、统计分析、GPS 数据交换。



1.1.4.1.1.17.2 功能框架图

包车轨迹监管功能图

1.1.4.1.1.17.3 客运包车轨迹数据校验分析

客运包车轨迹数据校验分析是将全省行政区划数据加载到缓存中，结合接收到的车辆

经纬度及其对应的 GPS 时间数据，根据车辆在此次包车活动申请中登记的起始点及途径地

点的行政区划位置进行比对，从而分析出车辆在本次包车活动中，是否按照预定出行节点

行驶，是否偏离行驶轨迹的行为。

1.1.4.1.1.17.4 企业端预警列表

对企业端进行页面改造，增加预警列表，并可进行包车的预警信息查询，点击列表任

一条预警信息，可查看该预警信息的详情。

1.1.4.1.1.17.5 统计分析

统计查询针对包车轨迹预警情况、对企业运营情况、车辆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1.1.4.1.1.17.6 数据交换

跟重点营运车辆联网联控系统进行车辆轨迹信息交换。

实现各模块功能的技术方案

1．主要实现班线客运的经营事项及定制客运服务事项的的管理功能、日常管理；

2．通过表单嵌入的方式实现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服务事项办理；

3．通过接口调取联网联控系统的轨迹信息实现轨迹预警监管。

接口开发及系统集成

1.1.4.1.1.18 与省交换共享平台数据对接

将定制客运服务事项信息、班线客运服务事项信息等数据推送至省交换共享平台。



1.1.4.1.1.19 与海南省重点运输车辆联网联控系统对接

通过接口对接实现包车轨迹监管模块获取到包车的轨迹信息。

1.1.4.1.1.20 接口开发及系统集成采用的方式

对于行业外数据的交换共享，可基于 Web Service 接口方式完成相关信息的查询核

对。Web Service 接口应按照标准协议接入企业服务总线（ESB），实现各类系统的互联

互通和有效集成。

针对行业内数据交换共享，包括基础数据、部分业务数据拟采取数据文件交换，供应

用系统数据库读取。数据文件的内容和格式等规范要求遵守《部省交通运输信用信息交换

指标》的相关技术要求。

数据库直接访问接口设计实现，系统间交换数据，可采用数据库直接访问方式，这种

方式实际上只需要在数据库中为相应应用授予读取或者写入的权限，使得对方应用可以直

接读取或者写入应用数据库即可。

API 接口设计实现应用系统向其他业务系统提供服务的过程中，API 调用方式被广泛

应用。应用系统提供基于 SOCKET 的服务端，基于 SOCKET 的 API，供其他应用系统调用。

具体的接口信息及实现方式如下：

接口信息及实现方式表

序号 接口名称 接口类别 实现方式

11
定制客运服务事项接

口
客运车辆定制服务信息接口 API / WebService

22
班线客运经营服务事

项接口
班线客运经营服务信息接口 API / WebService

23 车辆轨迹接口 旅游包车轨迹信息接口 API / WebService

（11）新增海南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政管理系统

业务逻辑描述

实现出租汽车的日常管理包括车辆及经营业户的日常管理，行政许可包括在经营事项

服务的行政许可以及证件的管理，等日常工作环境的需要以及各级管理部门的管理需求，

强化网约车市场监管，提升出租汽车行业的服务水平。



海南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政管理系统业务流程图

业务协同情况：

业务协同情况表

序号 业务协同平台 协同内容

1 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收件信息、审批流程、审批结果、证照签收。

2 海南省道路运政服务信息系统 收件信息、审批流程、审批结果、制证

3 省数据交换共享平台 提供电子证照库供调取

数据流定义

海南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政管理系统数据流图

海南省政务服务网提供网上办理入口，申请人进行事项申报填写嵌入表单页信息，表

单页通过接口从海南省道路运政服务信息系统中带出申请人信息，表单填写完成提交时海

南省道路运政服务信息系统对数据进行校验，校验通过后方可保存。保存成功后表单保存

在海南省道路运政服务信息系统，申请人可继续提交材料至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行政审

批系统。

材料提交完成后流转至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行政审批系统预审，预审通过后流转至

海南省道路运政服务信息系统进行审批。

海南省道路运政服务信息系统获取到来自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行政审批系统的业



务受理办件信息，以及办件材料，进行业务审批办理，同时将业务办理状态同步至省一体

化政务服务平台；业务办理至制证环节，通过海南省数据交换共享平台调取电子签章进行

制证，生成电子证照，并将电子证照推送至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系统功能

海南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政管理系统主要包含服务事项管理及日常管理功能；服务

事项管理主要实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各服务事项的办理，日常管理功能主要实现业户、车

辆及驾驶员的日常管理。

海

南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政管理系统功能图

各功能模块定义

1.1.4.1.1.21 服务事项模块开发

1.1.4.1.1.21.1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核发

（1）功能描述

为欲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提供运输证核发，该企业应提供相应齐全的材料，经行政

主管部门审批之后，实现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的核发，并提供运输证；车辆在获得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后，方可从事网络预约经营服务。

1、功能概述

（1） 新增核发

为企业提供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登记申请人信息，备案登记信息，经营范围，

经营场地，注册地址，服务机构地址，联系方式信息等。



（2） 核发信息查询

通过车牌号，VIN（车辆识别码）等条件查询车辆的核发信息。

（3） 核发列表

在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核发页面生成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核发列表，点击列

表中的任意一条车辆核发信息，可查看该车辆的核发的车辆详细情况。

（4） 核发详情

点击列表中的任意一条车辆核发信息，可查看该车辆的核发的车辆详细情况。

（5） 查看流程及履历

生成办理流程示意图，可查看该企业的核发的详细流程情况，包括受理、审核、审批、

办结等流程。 查看流程及履历。

2、业务流程

欲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申请，可通过政务服务网或者政务窗口填写申请材料，

并提交核发所需材料，该申请流转到海南省道路运输便民服务业务支撑系统，行政主管机

构通过该系统对该申请进行审核，申请材料不完备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审核不通过，行政

主管机构书面通知补充完善；符合要求的，审核通过，并出示核发证明，在网上查询，并

将核发信息反馈给行政审批系统。

网络预约出租车汽车运输证核发业务流程图

1.1.4.1.1.21.2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退出营运

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提供退出营运服务，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向原核发机构进

行书退出营运申请。

1、功能描述

（1） 新增退出营运



为车主提供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退出营运的服务，登记服务暂停原因，暂停日期，截止

日期等。

（2） 退出营运列表信息查询

通过企业性质，经营类型，企业名称，经营负责人名称等条件查询退出营运列表信息，

并可以查看信息详情。

（3） 退出营运列表及详情

在退出营运列表页面生成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退出营运列表，点击列表中的任意一条退

出营运的办理信息，可查看该条信息的详细情况及办理情况。

（4） 退出营运详情

点击列表中的任意一条退出营运的办理信息，可查看该条信息的详细情况及办理情况。

（5） 查看流程及履历

点击退出营运详情页的查看流程及履历，生成办理流程示意图，可查看该车主的退出

营运的详细流程情况，包括受理、审核、审批、办结等流程。

2、业务流程

欲退出营运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申请，可通过政务服务网或者政务窗口填写申

请材料，并提交核发所需材料，该申请流转到海南省道路运输便民服务业务支撑系统，行

政主管机构通过该系统对该申请进行审核，申请材料不完备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审核不通

过，行政主管机构书面通知补充完善；符合要求的，审核通过，在网上查询，并将核发信

息反馈给行政审批系统。

网络预约出租车出租汽车运输证退出营运业务流程图



1.1.4.1.1.21.3 网络预约出租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注销注册

为网络预约出租车驾驶员提供从业资格证注销注册服务，网络预约出租车运营驾驶员

向原核发机构进行注销注册申请。

1、功能描述

（1） 新增注销注册

为车主提供网络预约出租车驾驶员注销注册的服务，登记服务暂停原因，暂停日期，

截止日期等。

（2） 注销注册列表及详情

在注销注册列表页面生成网络预约出租车驾驶员注销注册列表，点击列表中的任意一

条注销注册的办理信息，可查看该条信息的详细情况及办理情况。

（3） 注销注册信息查询

通过企业性质，经营类型，企业名称，经营负责人名称等条件查询退出营运列表信息，

并可以查看信息详情。

（4） 注销注册详情

点击列表中的任意一条注销注册的办理信息，可查看该条信息的详细情况及办理情况。

（5） 查看流程及履历

点击注销注册详情页的查看流程及履历，生成办理流程示意图，可查看该车主的注销

注册的详细流程情况，包括受理、审核、审批、办结等流程。

2、业务流程

欲注销注册的网络预约出租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的，可通过政务服务网或者政务窗口

填写申请材料，并提交核发所需材料，该申请流转到海南省道路运输便民服务业务支撑系

统，行政主管机构通过该系统对该申请进行审核，申请材料不完备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审

核不通过，行政主管机构书面通知补充完善；符合要求的，审核通过，在网上查询，并将

核发信息反馈给行政审批系统。



网络预约出租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注销注册业务流程图

1.1.4.1.1.21.4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提供经营许可服务，网络预约出租车车主向各市县主管部门进行

经营许可申请。

1、功能描述

（1） 新增许可

为车主提供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的服务，登记申请人基本信息，业户基本信息，

车辆行驶证信息、车辆运营信息、卫星定位等信息。

（2） 许可信息查询

通过车牌号、VIN（车辆识别码）等条件查询网络预约出租车许可列表信息，并可以

查看信息详情。

（3） 许可事项列表

在新增许可页面生成网络预约出租车许可列表。

（4） 许可事项详情

点击列表中的任意一条许可申请的办理信息，可查看该条信息的详细情况及办理情况。

（5） 查看流程及履历

点击许可事项详情页的查看流程及履历，生成办理流程示意图，可查看该车主的许可

事项的详细流程情况，包括受理、审核、审批、办结等流程。

2、业务流程

欲申请的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许可的，可通过政务服务网或者政务窗口填写或提交许

可所需的材料，该申请流转到海南省道路运输便民服务业务支撑系统，行政主管机构通过



该系统对该申请进行审核，申请材料不完备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审核不通过，行政主管机

构书面通知补充完善；符合要求的，审核通过，在网上查询，并将核发信息反馈给行政审

批系统。

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许可业务流程图

1.1.4.1.1.21.5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审批暂停运营

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提供经营审批暂停运营服务，网络预约出租车车主向原核发机构

进行暂停运营申请。

1、功能描述

（1） 新增暂停运营

为车主提供登记申请人基本信息，暂停运营原因等信息。

（2） 暂停运营信息查询

通过车牌号、VIN（车辆识别码）等条件查询网络预约出租车暂停运营列表信息，并

可以查看信息详情。

（3） 暂停运营列表

在新增暂停运营页面生成网络预约出租车暂停运营申请的列表。

（4） 暂停运营详情

点击列表中的任意一条暂停运营的办理信息，可查看该条信息的。详细情况及办理情

况。

（5） 查看流程及履历

点击暂停运营详情页的查看流程及履历，生成办理流程示意图，可查看该车主的暂停

运营的详细流程情况，包括受理、审核、审批、办结等流程。

2、业务流程



欲暂停运营的网络预约出租车的，可通过政务服务网或者政务窗口填写或提交许可所

需的材料，该申请流转到海南省道路运输便民服务业务支撑系统，行政主管机构通过该系

统对该申请进行审核，申请材料不完备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审核不通过，行政主管机构书

面通知补充完善；符合要求的，审核通过，在网上查询，并将核发信息反馈给行政审批系

统。

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审批暂停营运业务流程图

1.1.4.1.1.21.6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审批终止运营

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提供经营审批终止运营服务，网络预约出租车车主向原核发机构

进行终止车辆运营申请。

1、功能描述

（1） 新增终止运营

为车主提供登记申请人基本信息，终止运营原因等信息。

（2） 终止运营信息查询

通过车牌号、VIN（车辆识别码）等条件查询网络预约出租车终止运营列表信息，并

可以查看信息详情。

（3） 终止运营列表

在新增终止运营页面生成网络预约出租车暂停运营申请的列表

（4） 终止运营详情

点击列表中的任意一条终止运营的办理信息，可查看该条信息的详细情况及办理情况。

（5） 查看流程及履历

点击新增延续运营详情页的查看流程及履历，生成办理流程示意图，可查看该车主的

延续运营的详细流程情况，包括受理、审核、审批、办结等流程。



2、业务流程

欲终止运营的网络预约出租车的，可通过政务服务网或者政务窗口填写或提交许可所

需的材料，该申请流转到海南省道路运输便民服务业务支撑系统，行政主管机构通过该系

统对该申请进行审核，申请材料不完备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审核不通过，行政主管机构书

面通知补充完善；符合要求的，审核通过，在网上查询，并将核发信息反馈给行政审批系

统。

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审批终止营运业务流程图

1.1.4.1.1.21.7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审批延续

当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满 4年，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提供经营审批延续运营服务，网

络预约出租车车主向原核发机构进行延续车辆运营申请。

1、功能描述

（1） 新增延续运营

为车主提供登记申请人基本信息，收缴材料上传等。

（2） 延续运营信息查询

通过车牌号、VIN（车辆识别码）等条件查询网络预约出租车延续运营列表信息，并

可以查看信息详情。

（3） 延续运营列表

在新增延续运营页面生成网络预约出租车延续运营申请的列表。

（4） 延续运营详情

点击列表中的任意一条延续运营的办理信息，可查看该条信息的详细情况及办理情况。

（5） 查看流程及履历

点击延续运营详情页的查看流程及履历，生成办理流程示意图，可查看该车主的延续

运营的详细流程情况，包括受理、审核、审批、办结等流程。



2、业务流程

欲延续的网络预约出租车的，可通过政务服务网或者政务窗口填写或提交许可所需的

材料，该申请流转到海南省道路运输便民服务业务支撑系统，行政主管机构通过该系统对

该申请进行审核，申请材料不完备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审核不通过，行政主管机构书面通

知补充完善；符合要求的，审核通过，在网上查询，并将核发信息反馈给行政审批系统。

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审批延续营运业务流程图

1.1.4.1.1.21.8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审批补办

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提供经营审批补办服务，网络预约出租车车主向原核发机构进行

补办车辆运营申请。

1、功能描述

（1） 新增补办运营

为车主提供登记申请人基本信息，补办原因，收缴材料上传等。

（2） 补办运营信息查询

通过车牌号、VIN（车辆识别码）等条件查询网络预约出租车补办营列表信息，并可

以查看信息详情。

（3） 补办运营列表

在新增补办运营页面生成网络预约出租车补办运营申请的列表。

（4） 补办运营详情

点击列表中的任意一条补办运营的办理信息，可查看该条信息的详细情况及办理情况。

（5） 查看流程及履历

点击补办运营详情页的查看流程及履历，生成办理流程示意图，可查看该车主的补办

运营的详细流程情况，包括受理、审核、审批、办结等流程。



2、业务流程

欲补办的网络预约出租车的，可通过政务服务网或者政务窗口填写或提交许可所需的

材料，该申请流转到海南省道路运输便民服务业务支撑系统，行政主管机构通过该系统对

该申请进行审核，申请材料不完备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审核不通过，行政主管机构书面通

知补充完善；符合要求的，审核通过，在网上查询，并将核发信息反馈给行政审批系统。

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审批补办业务流程图

1.1.4.1.1.21.9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审批变更

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提供变更审批的服务，网络预约出租车车主向原核发机构进行变

更车辆运营申请。

1、功能描述

（1） 新增变更运营

为车主提供登记申请人基本信息，变更原因，收缴材料上传等。

（2） 变更运营信息查询

通过车牌号、VIN（车辆识别码）等条件查询网络预约出租车变更营列表信息，并可

以查看信息详情。

（3） 变更运营列表

在新增变更运营页面生成网络预约出租车变更运营申请的列表。

（4） 变更运营详情

点击列表中的任意一条变更运营的办理信息，可查看该条信息的详细情况及办理情况。

（5） 查看流程及履历

点击变更运营详情页的查看流程及履历，生成办理流程示意图，可查看该车主的变更

运营的详细流程情况，包括受理、审核、审批、办结等流程。



2、业务流程

欲变更的网络预约出租车的，可通过政务服务网或者政务窗口填写或提交许可所需的

材料，该申请流转到海南省道路运输便民服务业务支撑系统，行政主管机构通过该系统对

该申请进行审核，申请材料不完备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审核不通过，行政主管机构书面通

知补充完善；符合要求的，审核通过，在网上查询，并将核发信息反馈给行政审批系统。

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审批变更业务流程图

1.1.4.1.1.21.10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车辆指标申请

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业户提供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指标申请的服务，网络预约出

租车车主向核发机构进行车辆指标申请。

1、功能描述

（1） 新增车辆指标申请

为经营企业提供登记申请人基本信息，申请数量，收缴材料上传等。

（2） 指标申请信息查询

通过企业名称、社会信用代码进行查询，并可以查看信息详情。

（3） 指标申请列表

在新增指标申请页面生成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车辆指标申请的列表。

（4） 指标申请详情

点击列表中的任意一条指标申请的办理信息，可查看该条信息的详细情况及办理情况。

（5） 查看流程及履历

点击指标申请详情页的查看流程及履历，生成办理流程示意图，可查看该企业的指标

申请的详细流程情况，包括受理、审核、审批、办结等流程。

2、业务流程

欲进行网络预约出租车辆指标申请的网络预约经营企业，可通过政务服务网或者政务



窗口填写或提交许可所需的材料，该申请流转到海南省道路运输便民服务业务支撑系统，

行政主管机构通过该系统对该申请进行审核，申请材料不完备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审核不

通过，行政主管机构书面通知补充完善；符合要求的，审核通过，在网上查询，并将核发

信息反馈给行政审批系统。

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指标申请业务流程图

1.1.4.1.1.22 日常管理模块开发

1.1.4.1.1.22.1 网约车辆管理

1）网约车台账

可查看所有网约车信息，包括业户信息、车辆信息、营运信息、许可编号、有效期止

等。

 查询，可根据车牌号、营业状态查询车辆台账信息。

网约车台账图

 查看，点击业户台账列表中的任意一条车辆台账，可查看该车辆的详细信息，车

辆台账详情：基本信息、网约车道路运输证、网约车证件生成履历、网约车电子档案、网

约车生命履历。



车辆台账信息图

2）车辆基础信息修改

可进行网约车基础信息修改，除业户信息、等级评定信息、电子证照信息及车籍地之

外的信息，包括基本信息、车辆其他信息、联网联控卫星定位、车辆技术参数等，都可以

修改。

 查询，可根据车牌号查询车辆台账信息。

车辆基础信息修改图

 修改，点击业户台账列表中的任意一条车辆台账，可查看该车辆的详细信息，并

对基础信息进行修改。

3）车辆变更

道路运输证证照车辆信息的变更，而进行的车辆变更，并进行道路运输证的重新制证。

 查询，根据车辆号牌，查询选择需要变更的车辆，根据查询列表，可查看具体车

辆的详情、流程及履历。

 变更，选择需要变更的车辆信息，进行变更信息填写，显示车辆变更前后内容的

信息比对。



车辆变更图

4）车辆注销

用于因为违章等原因，运管人员对车辆道路运输证注销。可进行新增车辆的注销，根

据查询出来的车辆信息，可对为提交的车辆注销信息进行编辑和删除。

 根据车牌号、状态进行网约车车辆注销信息查询，根据查询列表可以查看车辆详

情、流程及履历。

 针对未提交的网约车车辆注销查询列表，可进行信息的编辑和删除。

 新增网约车车辆注销，选择车辆，进行车辆基本信息、注销原因的编辑、收缴材

料，保存注销信息。

车辆注销图

5）车辆过户

同区域机构下的转籍，可进行车辆的过户，根据查询出来的车辆信息，可对未提交车

辆过户信息进行编辑和删除。

 查询：根据车牌号、状态进行网约车车辆过户信息查询，根据查询列表可以查看

车辆详情、流程及履历。

 编辑和删除：客队未提交的网约车车辆过户查询列表，可进行信息的编辑和删除。

 新增：新增网约车车辆过户，选择车辆，进行车辆基本信息、过户原因的编辑、



收缴材料，保存过户信息。

车辆过户图

6）网约车管理迁入

跨区域机构的转籍，可进行车辆的迁入，根据查询出来的车辆信息，可对未提交车辆

迁入信息进行编辑和删除。

 查询：根据车牌号、状态进行网约车车辆迁入信息查询。根据查询列表，查看车

辆详情、流程及履历。

 编辑和删除：客队未提交的网约车车辆迁入查询列表，可进行信息的编辑和删除。

 新增：新增网约车车辆迁入，选择车辆，进行车辆基本信息、迁入原因的编辑、

收缴材料，保存迁入信息。

7）网约车管理迁出

跨区域机构的转籍，可进行车辆的迁出，根据查询出来的车辆信息，可对未提交车辆

迁出信息进行编辑和删除。

 查询：根据车牌号、状态进行网约车车辆迁出信息查询。根据查询列表、查看车

辆的详情，流程及履历。

 编辑和删除：客队未提交的网约车车辆迁出查询列表，可进行信息的编辑和删除。

 新增：新增网约车车辆迁出，选择车辆，进行车辆基本信息、迁出原因的编辑、

收缴材料，保存迁出信息。

8）车辆年审

可进行新增车辆的年审，根据查询出来的车辆信息，可对信息车辆年审信息进行编辑

和删除。

 查询：根据车牌号、所属企业进行网约车车辆过户信息查询。根据查询列表、查

看车辆的详情，流程及履历。



 编辑和删除：针对查询出来的网约车车辆年审查询列表，可进行信息的编辑和删

除。

 新增：新增网约车车辆年审，选择车辆，进行车辆基本信息、等级评定信息的编

辑、收缴材料，保存年审信息。

车辆年审图

9）车辆报停

可进行新增车辆的报停，根据查询出来的车辆信息，可对车辆报停信息进行编辑和删

除。

 查询：根据车牌号、状态进行网约车车辆报停信息查询。根据查询列表、查看车

辆的详情，流程及履历。

 编辑和删除：针对查询出来的网约车车辆报停查询列表，可进行信息的编辑和删

除。

 新增：新增网约车车辆报停，选择车辆，查询出来车辆基本信息、录入报停原因，

收缴材料，保存提交报停信息。

车辆报停图

10）车辆复驶

可对车辆的报停进行复驶办理，根据查询出来的车辆信息，可对车辆复驶信息进行编



辑和删除。

 查询：根据车牌号、状态进行网约车车辆复驶信息查询。根据查询列表、查看车

辆的详情，流程及履历。

 编辑和删除：针对查询出来的网约车车辆复驶查询列表，可进行信息的编辑和删

除。

 新增：新增网约车车辆复驶，选择车辆，查询出来车辆基本信息、录入复驶原因，

收缴材料，保存提交报停信息。

车辆复驶图

1.1.4.1.1.22.2 驾驶员管理

1）驾驶员台账

可查看所有网约车驾驶员信息，驾驶员台账新增、车辆信息、电子档案、生命履历等

信息。

 查询，可根据车牌号、营业状态查询驾驶员台账信息。根据查询列表、查看驾驶

员的详情，流程及履历。

 查看，点击业户台账列表中的任意一条车辆台账，可查看该车辆的详细信息，车

辆台账详情：基本信息、证件信息、行政处罚、生命履历图、

驾驶员台账图

2）资格注销



可进行新增驾驶员的许可注销，根据查询出来的驾驶员许可信息，可对未提交的车辆

注销信息进行编辑和删除。

 根据姓名、证件号码、证件类型、从业资格证号等进行驾驶员许可信息查询。根

据查询列表、查看驾驶员的详情，流程及履历。

 针对未提交的车辆注销信息，可进行信息的编辑和删除。

 新增驾驶员许可注销，选择驾驶员，确认驾驶员基本信息、注销原因的编辑、收

缴材料，保存注销信息。

资格注销图

1.1.4.1.1.22.3 经营业户管理

1）业户台账

业户查询列表页

业户查询列表图

业户台账信息：基本信息、经营许可证、分支机构信息、车辆信息、人员管理、电子

档案、证照生成履历、管理档案、质量信誉考核、生命履历等信息。



业户台账信息图

2）业户基础信息修改

可进行经营业户非关键信息进行修改，包括地址、联系人和联系电话等。

 根据业户名称、经营许可证号等进行业户信息查询。

 针对未提交的修改信息，可进行信息的编辑和删除。

业户基础信息修改图

3）业户挂钩

申领网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后。在网约车平台申请成功后，平台经营业户需要办理业户

挂钩。

业户查询选择和提取车辆查询选择，进行“挂钩”操作。审核通过后，车辆挂钩成功，

包括业户挂钩新增、业户挂钩详情、业户挂钩查询、业户挂钩列表、查看流程和履历。

业务挂钩图

4）业户脱钩



道路运输证个人在网约车平台注销后，平台经营业户需要办理业户脱钩。

业户查询选择和提取车辆查询选择，进行“脱钩”操作。包括业户脱钩新增、

业户脱钩详情、业户脱钩查询、业户脱钩列表、查看流程和履历等功能。

业务脱钩图

5）业户停业

运管机构对业户强制进行停业的操作。包括业户脱钩新增、业户脱钩详情、业户脱钩

查询、业户脱钩列表、查看流程和履历等功能。

业户的查询选择，停业原因信息录入，“停业”操作

业户停业图

6）业户复业

运管机构对业户进行复业的操作。包括业户复业新增、业户复业详情、业户复业查询、

业户复业列表、查看流程和履历等功能。

业户的查询选择，复业原因信息录入，“复业”操作



业户复业图

7）业户注销

道路运输主管部门对业户强制进行注销操作。包括业户注销新增、业户注销详情、业

户注销查询、业户注销列表、查看流程和履历等功能。

业户的查询选择，注销原因信息录入，“注销”操作

业户注销图

1.1.4.1.1.22.4 综合查询

在综合查询功能模块中，针对网约车辆、经营业户和驾驶员提供各类综合查询。并展

示网约车辆、经营业户、驾驶员的信息列表。

（1）综合查询

针对网约车辆、经营业户、驾驶员提供各类条件进行查询

（2）信息展示

在该页面展示网约车辆、经营业户、驾驶员的信息列表。

1.1.4.1.1.23 嵌入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服务事项受理表单

页开发

嵌入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表单开发，在“省政务服务网”中嵌入网络预约出租企

业运输证核发、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退出营运、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注销、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审批暂停、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终止运营、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审批延续、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审批补办、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经营审批变更、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车辆指标申请等 11 个受理表单页面，实现网

络预约经营和从业者可通“海南省省政务服务网”申请办理业务。

嵌入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服务事项受理表单功能图

实现各模块功能的技术方案

1．主要实现网络预约车租车的经营事项的的管理功能、日常管理；

2．通过表单嵌入的方式实现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服务事项办理。

接口开发及系统集成

1.1.4.1.1.24 与省政务服务平台“一件事”对接

跟海南政务服务网“我要开网约车一件事”进行表单数据对接。

业务流程图如下：



海南政务服务网“我要开网约车”业务流程图

将网络预约及巡游出租车数据推送至省共享交换平台

对接两个表单数据如下：

（1）出租汽车(含巡游、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核发表单数据接口开

发

（2）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核发表单数据接口开发

1.1.4.1.1.25 接口开发及系统集成采用的方式

对于行业外数据的交换共享，可基于 Web Service 接口方式完成相关信息的查询核

对。Web Service 接口应按照标准协议接入企业服务总线（ESB），实现各类系统的互联

互通和有效集成。

针对行业内数据交换共享，包括基础数据、部分业务数据拟采取数据文件交换，供应

用系统数据库读取。数据文件的内容和格式等规范要求遵守《部省交通运输信用信息交换

指标》的相关技术要求。

数据库直接访问接口设计实现，系统间交换数据，可采用数据库直接访问方式，这种

方式实际上只需要在数据库中为相应应用授予读取或者写入的权限，使得对方应用可以直

接读取或者写入应用数据库即可。

API 接口设计实现应用系统向其他业务系统提供服务的过程中，API 调用方式被广泛

应用。应用系统提供基于 SOCKET 的服务端，基于 SOCKET 的 API，供其他应用系统调用。

具体的接口信息及实现方式如下：

接口信息及实现方式表

序号 接口名称 接口类别 实现方式

11

网约车管理接口

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者信息接口 API / WebService

22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信息接口 API / WebService

3 网络预约出租车驾驶员信息接口 API / WebService



4 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事项信息接口 API / WebService

（12）省政务服务“好差评”系统对接

业务逻辑描述

该功能模块通过海南省道路运政管理信息服务系统与省政务服务“好差评”系统对接，

实现业户办理运政服务事项时可调用省政务服务“好差评”系统评价页面进行评价，并将

办件信息同送至“好差评”系统，以及接收“好差评”评价结果，并接入运政系统展示。

其业务流程图如下

省政务服务“好差评”系统对接业务流程图

数据流定义

省政务服务“好差评”系统对接数据流图

业户通过填写表单信息提交至运政服务事项办理人员，办理人员受理后，通过运政系

统录入办件信息，生成受理通知书发送或打印给业户，业户可通过扫描通知书上的二维码

进入评价页面进行评价，同时运政系统将办件信息推送至省“好差评”系统；办理人员通

过审批、制证、办结等环节后可提示业户再次进行评价，同时将办件信息推送至省“好差

评”系统。



系统功能

省政务服务“好差评”系统对接主要包含动态二维码生成，通过动态二维码评价、通

过评价器评价等功能。

省政务服务“好差评”系统对接功能图

各功能模块定义

1.1.4.1.1.26 办件信息传递并生成动态二维码

运政系统受理办件后，将办件信息，包括业务办理项编码、事项名称、事项主题、办

件编号、办理状态、受理部门编码、受理部门名称、办件时间、申请人证件号码、申请人

类型、申请人证件类型等信息，传至海南省好差评系统，并生成动态二维码。

1.1.4.1.1.27 受理表单设计及动态二维码加载

配置受理表单模版，预留好差评动态二维码显示位置，在受理通知单右上角展示生成

的动态二维码。实现用户通过扫描这个动态的二维码进入省“好差评”系统提供的评价页

面，进行评价。

1.1.4.1.1.28 通过评价器评价

将办件信息推送给省“好差评”系统，并通过线下评价器调用评价页面，业户可在评

价页面进行评价及结果反馈。

实现各模块功能的技术方案

1．本功能模块通过接口开发调用省“好差评”系统的页面进行服务事项办件评价，

同时通过 SDK 工具包实现便民系统接入评价器接口开发，通过评价器调用省“好差评”系

统的页面进行服务事项办件评价。

接口开发及系统集成



对于行业外数据的交换共享，可基于 Web Service 接口方式完成相关信息的查询核

对。Web Service 接口应按照标准协议接入企业服务总线（ESB），实现各类系统的互联

互通和有效集成。

针对行业内数据交换共享，包括基础数据、部分业务数据拟采取数据文件交换，供应

用系统数据库读取。数据文件的内容和格式等规范要求遵守《部省交通运输信用信息交换

指标》的相关技术要求。

数据库直接访问接口设计实现，系统间交换数据，可采用数据库直接访问方式，这种

方式实际上只需要在数据库中为相应应用授予读取或者写入的权限，使得对方应用可以直

接读取或者写入应用数据库即可。

API 接口设计实现应用系统向其他业务系统提供服务的过程中，API 调用方式被广泛

应用。应用系统提供基于 SOCKET 的服务端，基于 SOCKET 的 API，供其他应用系统调用。

具体的接口信息及实现方式如下：

接口信息及实现方式表

序号 接口名称 接口类别 实现方式

1 评价器接口 评价器设备接口 API / WebService

1.1.5 海南省重点运输车辆联网联控系统升级

（13）业务逻辑描述

海南省重点运输车辆联网联控系统既省级监管平台，省级监管平台负责向全国公共交

换平台传输重点运营车辆的动态信息，接收全国公共交换平台传输的跨省车辆动态信息，

并负责接收企业监控平台发送的全省重点营运车辆动态信息，同时可对车辆进行动态跟踪

监管、指令下发和监听等，对企业平台进行查岗、信息下发。通过系统下发至企业平台及

营运车辆，为企业和营运车辆提供预警。通过对重点营运车辆行驶轨迹特征的分析，对班

线客运运输行为、电子班线进行管理，提高道路运输市场规范化的监管能力。通过与运政

信息系统的对接，实现车辆静态数据的采集，协助车辆审验工作。并实现省级层面、地市

级层面、面向企业平台、面向运输企业的考核，并提供考核结果的综合统计信息，同时提

供考核结果排名。



海南省重点运输车辆联网系统业务流程图

业务协同情况表

序号 业务协同平台 协同内容

1 企业监管平台 获取终端防护预警信息，上传信息至省

级监管平台

2 省级监管平台 接收企业监管平台信息，对企业平台进

行指令下发、考核

3 全国公共交换平台 接收省级平台信息，下发信息至省平台

（14）数据流定义

车辆主动报警终端上传车辆信息、驾驶员信息、轨迹信息、以及主动报警信息至企业

监管平台，企业监管平台接收到信息后将信息上传至省监管平台（即海南省重点车辆联网



联控系统），省级平台可将车辆信息、驾驶员信息、轨迹信息上传至全国公共交换平台及

从该平台获取域外车辆动态信息；省级平台可向企业平台发送考核信息，指令信息等，企

业平台可将该指令信息发送至主动报警终端。

海南省重点运输车辆联网联控系统数据流图

（15）系统功能

系统主要包含主动安全智能防控功能、部标视频实时监控功能、原监管平台功能改造、

数据共享交换系统的功能模块。



海南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政管理系统功能图

（16）各功能模块定义

主动安全智能防控功能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要求“完善长途

客运车辆、旅游客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和传播生产制造标准，提高安全性能，强制安装

智能视频监控报警、防碰撞和整车整船安全运行监管技术装备，对已运行的要加快安全技

术装备改造升级”，增加车辆主动安全防控预警功能，实现对企业平台上报的主动安全报

警数据的查询与统计，并结合 GIS 地图对具体报警数据和附件（图片和短视频）的查看等

功能。

1.1.5.1.1.1主动安全智能防控系统架构

道路运输车辆主动安全智能防控系统包含卫星定位子系统、视频子系统、主动安全报

警子系统，其中卫星定位子系统和视频子系统应符合 JT/T 794、JT/T 796、JT/T 1076、

JT/T 1077 及 JT/T 1078 等标准中的要求。

主动安全报警子系统包含政府安全监管平台、企业安全监控平台、主动安全智能防控

终端以及主动安全智能防控平台与主动安全智能防控终端间的通讯网络。通过各组成之间

的互联互通，实现卫星定位、视频监控、主动安全智能防控管理以及数据存储、分析、交

换和共享。

主动安全智能防控平台与用于位置监控和视频监控的平台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是同一

软件系统的不同功能模块。政府安全监管平台与企业安全监控平台之间通过互联网或者专

线网络形式进行连接，企业安全监控平台与主动安全智能防控终端之间通过无线通信网络

连接，实现对主动安全智能防控终端所采集的报警数据进行查询、统计、分析以及管理等



功能。

道路运输车辆主动安全智能防控系统主动安全报警系统架构如下图所示。

主动安全智能防控系统架构图

1.1.5.1.1.2主动安全报警数据接入

与企业平台制定主动安全报警数据接入的接口，实现疲劳驾驶报警、接打手持电话报

警、长时间不目视前方报警、驾驶员不在驾驶位置报警、抽烟报警、双手同时脱离方向盘

报警、设备失效报警、设备遮挡失效提醒、前方车辆碰撞报警、车道偏离报警、车距过近

报警等信息的接入，接入服务功能主要包含主动安全报警协议解析、数据接入安全认证、

消息队列管理、数据存储管理、数据接入日志管理等，具体业务流程图如下：



主动安全报警数据接入流程图

主动安全报警传输协议如下：

高级驾驶辅助报警信息数据格式

起始字

节
字段

数据长

度
描述及要求

0 报警ID DWORD 按照报警先后，从0开始循环累加，不区分报警类型

起始字

节
字段

数据长

度
描述及要求

4
标志状

态
BYTE

0x00：不可用

0x01：开始标志

0x02：结束标志

该字段仅适用于有开始和结束标志类型的报警或事件，报警类型或

事件类型无开始和结束标志，则该位不可用，填入0x00即可

5
报警/事

件类型
BYTE

0x01：前向碰撞报警

0x02：车道偏离报警

0x06：保留

0x10：保留

6
报警级

别
BYTE

0x00：事件，无报警

0x01：一级报警

0x02：二级报警

7
前车车

速
BYTE 单位 km/h。范围 0-250，仅报警类型为 0x01 和 0x02 时有效

8
前车/行

人距离
BYTE 单位 100ms，范围 0-100，仅报警类型为 0x01、0x02 和 0x04 时有效

9
偏离类

型
BYTE

0x01：左侧偏离

0x02：右侧偏离

仅报警类型为 0x02 时有效

10
道路标

志识别
BYTE

0x01：限速标志

0x02：限高标志



类型 0x03：限重标志

仅报警类型为 0x06 和 0x10 时有效

11

道路标

志识别

数据

BYTE 识别到道路标志的数据

12 车速 BYTE 单位 km/h。范围 0-250

13 高程 WORD 海拔高度，单位为米（m）

15 纬度 DWORD 以度为单位的纬度值乘以10 的6次方，精确到百万分之一度

19 经度 DWORD 以度为单位的纬度值乘以10 的6次方，精确到百万分之一度

23
日期时

间
BCD[6] YY-MM-DD-hh-mm-ss （GMT+8 时间）

29
车辆状

态
WORD

按位表示车辆其他状态：

Bit0 ACC 状态， 0：关闭，1：打开

Bit1 左转向状态，0：关闭，1：打开

Bit2 右转向状态， 0：关闭，1：打开

Bit3 雨刮器状态， 0：关闭，1：打开

Bit4 制动状态，0：未制动，1：制动

Bit5 插卡状态，0：未插卡，1：已插卡

Bit6-Bit9 自定义

Bit10 定位状态，0：未定位，1：已定位

Bit11-bit15 自定义

31
报警标

识号
BYTE[16] 报警识别号定义见表 5- 2

报警标识号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长度 描述

0 终端 ID BYTE[7] 7 个字节，由大写字母和数字组成

7 时间 BCD[6] YY-MM-DD-hh-mm-ss （GMT+8 时间）

13 序号 BYTE 同一时间点报警的序号，从 0 循环累加

14 附件数量 BYTE 表示该报警对应的附件数量

15 预留 BYTE

驾驶人状态监测系统报警信息数据格式

起始

字节
字段

数据长

度
描述及要求

0
报警

ID
DWORD 按照报警先后，从0开始循环累加，不区分报警类型

4
标志

状态
BYTE

0x00：不可用

0x01：开始标志

0x02：结束标志

该字段仅适用于有开始和结束标志类型的报警或事件，报警类型或事件

类型无开始和结束标志，则该位不可用，填入0x00即可

5

报警/

事件

类型

BYTE

0x01：疲劳驾驶报警

0x02：接打手持电话报警

0x03：抽烟报警

0x04：长时间不目视前方

0x05：驾驶员不在驾驶位置

0x06：保留

0x07：双手同时脱离方向盘报警（选配）



0x08：设备遮挡失效提醒

0x09：红外阻断型墨镜失效提醒

6
报警

级别
BYTE

0x00：事件，无报警

0x01：一级报警

0x02：二级报警

7
疲劳

程度
BYTE 范围1-10。数值越大表示疲劳程度越严重，仅在报警类型为0x01时有效

8 预留 BYTE[4] 预留

12 车速 BYTE 单位km/h。范围0-250

13 高程 WORD 海拔高度，单位为米（m）

15 纬度 DWORD 以度为单位的纬度值乘以10 的6次方，精确到百万分之一度

19 经度 DWORD 以度为单位的纬度值乘以10 的6次方，精确到百万分之一度

23
日期

时间
BCD[6] YY-MM-DD-hh-mm-ss （GMT+8 时间）

29
车辆

状态
WORD

按位表示车辆其他状态：

Bit0 ACC 状态， 0：关闭，1：打开

Bit1 左转向状态，0：关闭，1：打开

Bit2 右转向状态， 0：关闭，1：打开

Bit3 雨刮器状态， 0：关闭，1：打开

Bit4 制动状态，0：未制动，1：制动

Bit5 插卡状态，0：未插卡，1：已插卡

Bit6-Bit9 自定义

Bit10 定位状态，0：未定位，1：已定位

Bit11-bit15 自定义

31

报警

标识

号

BYTE[16] 报警识别号定义见表5-2

上报主动安全智能防控报警消息

链路类型：主链路

消息方向：下级平台向上级平台

子业务类型标识：UP_WARN_MSG_PREVENTION_INFO

描述:下级平台向上级平台发送主动安全智能防控报警消息业务，本条消息上级平

台无需应答。

上报主动安全智能防控报警消息数据体

字段名 字节数 类型 描述及要求

VEHICLE_NO 21 STRING 车牌号

VEHICLE_COLOR 1 BYTE 车辆颜色，按照 JT/T415-2006 中 5.4.12 的规定

DATA_TYPE 2 WORD 子业务类型标识

DATA_LENGTH 4 DWORD 后续数据长度

WARN_SRC 1 BYTE

报警信息来源

0x01：车载终端

0x02：企业监控平台

0x03：政府监管平台

0x09：其他



WARN_TYPE 2 WORD 报警类型

WARN_LENGTH 1 BYTE 报警数据长度

WARN_DATA WARN_LENGTH

与报警类型对应的报警数据内容，其中：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报警数据定义见表 5-1；

驾驶人状态监测系统报警数据定义见表 5-3；

自动上报主动安全智能防控报警附件目录消息

链路类型：主链路

消息方向：下级平台向上级平台

子业务类型标识：UP_PREVENTION_MSG_FILELIST_REQ

描述:下级平台在上报主动安全智能防控报警消息的同时，需要同时向上级平台发送

对应报警信息的主动安全智能防控报警附件目录消息，上级平台可通过报警附件文件 URL

自行下载报警附件文件或直接访问 URL 视频文件。

自动上报主动安全智能防控报警附件目录消息数据体

字段名 字节数 类型 描述及要求

VEHICLE_NO 21 STRING 车牌号

VEHICLE_COLOR 1 BYTE
车辆颜色，按照 JT/T415-2006 中

5.4.12 的规定

DATA_TYPE 2 WORD 子业务类型标识

DATA_LENGTH 4 DWORD 后续数据长度

WARN_INFO 16 BYTE[16] 报警标识号，表 5.2

SERVER_LENGTH 1 BYTE 附件服务器地址长度

SERVER SERVER_LENGTH STRING 地址，附件服务器IP地址或域名

TCP_PORT 2 WORD 附件服务器 TCP 端口

USERNAME_LENGTH 1 BYTE 附件服务器登录用户名长度

USERNAME USERNAME_LENGTH STRING 附件服务器登录用户名

PASSWORD_LENGTH 1 BYTE 附件服务器登录密码长度

PASSWORD PASSWORD_LENGTH STRING 附件服务器登录密码

FILE_COUNT 1 BYTE 报警附件数量

FILE_LIST BYTE[] 报警附件文件信息列表，见表 5-6

报警附件文件信息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长度 描述及要求

0
文件名称

长度
BYTE 文件名长度为 k

k 文件名称 STRING 文件名称

1+k 文件类型 BYTE

0x00：图片

0x01：音频

0x02：视频

0x03：记录文件

0x04：其它

2+k 文件大小 DWORD 当前报警附件文件的大小。



6+k
文件URL长

度
BYTE 文件 URL 的长度

7+k 文件 URL STRING
当前报警附件文件位于附件服务器上的完整 URL 地址，宜使

用 FTP 或 HTTP 协议

主动安全智能防控报警附件目录请求

链路类型：从链路

消息方向：上级平台向下级平台

子业务类型标识：DOWN_PREVENTION_MSG_FILELIST_REQ

描述: 上级平台向下级平台发送主动安全智能防控报警附件目录请求业务（用于自动

上报主动安全智能防控报警附件目录消息失败时使用）。

主动安全智能防控报警附件目录数据体

字段名 字节数 类型 描述及要求

VEHICLE_NO 21 STRING 车牌号

VEHICLE_COLOR 1 BYTE 车辆颜色，按照 JT/T415-2006 中 5.4.12 的规定

DATA_TYPE 2 WORD 子业务类型标识

DATA_LENGTH 4 DWORD 后续数据长度

WARN_INFO 16 BYTE[16] 报警标识号，定义见表 5- 2

主动安全智能防控报警附件目录请求应答

链路类型：主链路

消息方向：下级平台向上级平台

子业务类型标识：UP_PREVENTION_MSG_FILELIST_REQ_ACK

描述:下级平台向上级平台发送主动安全智能防控报警附件目录请求应答业务（用于

自动上报主动安全智能防控报警附件目录消息失败时使用）。上级平台可通过报警附件文

件 URL 自行下载报警附件文件或直接访问 URL 视频文件。

主动安全智能防控报警附件上传请求应答数据体

字段名 字节数 类型 描述及要求

VEHICLE_NO 21 STRING 车牌号

VEHICLE_COLOR 1 BYTE
车辆颜色，按照 JT/T415-2006 中

5.4.12 的规定

DATA_TYPE 2 WORD 子业务类型标识

DATA_LENGTH 4 DWORD 后续数据长度

SERVER_LENGTH 1 BYTE 附件服务器地址长度



SERVER SERVER_LENGTH STRING 地址，附件服务器IP地址或域名

TCP_PORT 2 WORD 附件服务器 TCP 端口

USERNAME_LENGTH 1 BYTE 附件服务器登录用户名长度

USERNAME USERNAME_LENGTH STRING 附件服务器登录用户名

PASSWORD_LENGTH 1 BYTE 附件服务器登录密码长度

PASSWORD PASSWORD_LENGTH STRING 附件服务器登录密码

FILE_COUNT 1 BYTE 报警附件数量

FILE_LIST BYTE[]
报警附件文件信息列表，见表

5-6

各个报警类型定义如下：

（1） 疲劳驾驶报警

在车辆行驶过程中，视频车载终端应能够通过面部监测的方式识别到驾驶员疲劳驾驶

状态，对驾驶员进行报警提示，同时保存报警点驾驶员面部特征照片和视频信息，事件驱

动并实现本地存储和远程存储，且具备以下功能

a）能够在全部工况环境下（至少包括白天、夜晚、顺光、侧光逆光、树荫阳光交替

闪烁、车辆震动等）实现驾驶员驾驶状态识别；

b）在驾驶员佩戴帽子、眼镜、墨镜（红外可穿透）、口罩等情况下正常工作；

c）能够根据连续驾驶时长识别疲劳驾驶情况；

d）能够识别驾驶员眼动作，识别准确率在 95％以上；

e）能够识别驾驶员打哈欠动作，识别准确率在 95％以上；

f）能够结合眨眼动作和打哈欠动作进行综合识别分析，实现对疲劳状态的识别准确

率在 90％以上。识别和报警总时间延迟小于 2s。

（2） 接打手持电话报警

在车辆行驶过程中，视频车载终端应能对驾驶员接打手持电话的行为进行识别和分析，

对驾驶员违规行为进行报警提示，同时保存报警点驾驶员面部特征照片和视频信息，事件

驱动并实现本地存储和远程存储，且具备以下功能：

a）能够在全部工况环境下（至少包括白天、夜晚、顺光、侧光、逆光、树荫阳光交

替闪烁、车辆震动等）实现接打手持电话行为识别；

b）对手持电话物品识别准确率在 95％以上；

c）对接打手持电话动作识别准确率在 95％以上；



d）能够结合手持电话物品和接打电话动作进行综合识别分析，实现对接打手持电话

行为的综合识别率在 90％以上，识别和报警总时间延迟小于 2s。

（3） 长时间不目视前方报警

在车辆行驶过程中，视频车载终端能够对驾驶员长时间不目视前方的情况进行识别和

分析，对驾驶员异常情况进行报警提示，同时保存报警点驾驶员面部特征照片和视频信息，

事件驱动并实现本地存储和远程存储，且具备以下功能：

a）能够在全部工咒环境下（至少包括白天、夜晚、顺光、侧光、逆光、树荫阳光交

替闪烁、车辆震动等），根据设定的脸部左右和上下角度阈值，实现对驾驶员不目视前方

的识别；

b）可在驾驶员佩戴帽子、眼镜、墨镜（红外可穿透）、口罩等情况下正常工作；

c）能够区分车辆转向、倒车、驾驶员观察后视镜等情况与不目视前方状态；并可根

据实际要求，确定不目视前方报警提示阅值；

d）不目视前方行为检测准确率应在 90％以上，识别和报警总时间延迟小于 1s。

（4） 驾驶员不在驾驶位置报警

在车辆行驶过程中，视频车载终端应能对驾驶员不在驾驶位置的情况进行识别和分析，

对驾驶员异常情况进行报警提示，同时保存报警点驾驶位置照片和视频信息，事件驱动并

实现本地存储和远程存储，且具备以下功能：

a）能够在全部工兄环境下（至少包括白天、夜晚、顺光、侧光逆光、树荫阳光交替

闪烁、车辆震动等）实现驾驶员不在驾驶位置的识别

b）对驾驶员不在驾驶位置的识别准确率在 95％以上，识别和报警总时间延迟应小于

2s。

（5） 抽烟报警

在车辆行驶过程中，视频车载终端应能对驾驶员抽烟的行为进行识别和分析，对驾驶

员违规行为进行报警提示，同时保存报警点驾驶员面部特征照片和视频信息，事件驱动并

实现本地存储和远程存储，且具备以下功能：

a）能够在全部工况环境下（至少包括白天、夜晚、顺光、侧光、逆光、树荫阳光交

替闪烁、车辆震动等）实现抽烟行为识别；

b）对香烟物品识别准确率在 95％以上；

c）对抽烟动作识别准确率在 95％以上；

d）能够结合香烟物品和抽烟动作进行综合识别，实现对抽烟行为的综合识别率在

90％以上，识别和报警总时间延迟应小于 2s。



（6） 双手同时脱离方向盘报警

在车辆行驶过程中，视频车载终端应能对驾驶员双手同时脱离方向盘的行为进行识别

和分析，对驾驶员违规行为进行报警提示，同时保存报警点驾驶员面部特征照片和视频信

息，事件驱动并实现本地存储和远程存储，且具备以下功能：

a）能够在全部工况环境下（至少包括白天、夜晚、顺光、侧光逆光、树荫阳光交替

闪烁、车辆震动等）实现驾驶员双手同时脱离方向盘行为的识别；

b）对驾驶员双手同时脱离方向盘行为的识别准确率在 95％以上，识别和报警总时间

延迟应小于 2s。

（7） 设备遮挡失效提醒

在车辆行驶过程中，视频车载终端应能够通过视频图像监测的方式识别到当前设备摄

像头被遮挡或者驾驶员佩戴深色不透光墨镜，诊断车载终端设备无法正常识别到驾驶员或

者驾驶员的眼部信息后，提醒驾驶员设备报警失效，同时保存报警点驾驶员面部特征照片

和视频信虑，事件驱动并实现本地存储和远程存储，且具备以下功能：

a）使用不透光的材料遮盖摄像头后，识别并报警的延迟时间小于 5s

b）使用不透光的材料遮盖摄像头后，识别准确率在 95％

以上。

（8） 红外阻断型墨镜失效提醒

a）能够在全部工况环境下（包括但不仅限于白天、夜晚、顺光、侧光、逆光、树荫

阳光交替闪烁、车辆震动等）实现驾驶员佩戴红外阻断型墨镜的识别；

b）能够检测驾驶员佩戴红外阻断型墨镜，识别准确率在 95％以上；

c）驾驶员佩戴红外阻断型墨镜后，识别且报警的时间延迟小于 2s；

（9） 前方车辆碰撞报警

在车辆行驶过程中，视频车载终端应能针对潜在前撞状况，预警系统应实现对前车识

别，并对驾驶员进行报警提示，同时至少保存报警点车外前部区城照片和视频信息，事件

驱动并实现本地存储和远程存储，且具备以下功能：

a）预警系统应具有区分护栏、标志和桥梁等路边静止对象和正在同车道行进的前车、

反向车道的车辆等功能；

b）在双向弯道条件下，预警系统应具有区分同向车道前车和反向车道的车辆的功能。

其中，潜在前撞状况包含但不限于下列状况：

a）自车勺速靠近静止的前车，自车车速大于 30km／h；

b）自车匀速靠近匀速行驶的前车，前车车速小于自车车速自车车速大于 50km／h；



c）自车随前车匀速行驶，前车突然持续减速，自车车速大于 30km／h。

（10）车道偏离报警

在车辆行驶过程中，视频车载终端应能探测车辆相对车辆边界的横向位置，当车辆处

于报警临界线附近且没有操作相应的转向灯时，对驾驶员进行报警提示，同时至少保存报

警点车外前部区城照片和视频信息，事件驱动并实现本地存储和远程存储，且具备以下识

别功能：

a）黄色和白色实线；

b）黄色和白色虚线；

c）双黄和双白实线；

d）双黄和双白虚线；

e）黄色和白色虚实线。

（11）车距过近报警

在车辆行驶过程中，终端实时监测自车与前车的车间距离，当车头时距小于报警阈值

时应能够触发报警提醒驾驶员，同时满足以下要求：

a)车速大于 30km/h 时，报警功能开启；

b)具有区分正在同车道行进的前车、反向车道的车辆的功能；

c)在双向弯道条件下，终端应具有区分同向车道前车和反向车道车辆的功能；

d)终端应具备设置报警阈值的功能，报警阈值默认为 1秒；

e)报警默认为一级报警；

f)触发预警时，终端可保存报警前后包含车外前部区域、驾驶室以及驾驶员面部的音

视频，可抓拍报警点车外前部照片，同时向平台发送报警信息；

g)符合报警条件，前车车速高于自车车速时，终端可进行报警抑制。

1.1.5.1.1.3报警统计分析

支持多种维度的统计分析，并提供图表展示及报表的导出功能，具体包含如下：

支持按照报警类型对报警信息进行分类汇总、展示分析。

支持按照地区、时段、行业对报警信息进行分类汇总、展示分析。

支持按照车辆类型对报警信息进行分类汇总、展示分析。

支持按照驾驶人对报警信息进行分类汇总、展示分析。

支持按照企业对报警信息进行分类汇总、展示分析。

支持将所有汇总结果、分析结果以直观统计图表展现。



支持报警数据准确率报告，实现每月推送。

报警统计分析

1．功能需求描述

根据设定的条件，对主动安全报警数据进行大屏展示。

2．输入项

日期范围、所属企业、车牌号码、车牌颜色、报警类型、报警事件类型、报警数量。

说明：本功能前台页面没有具体的查询项，都是后台通过需要展示的具体内容，根据

条件进行索引后得到数据，展示到前台页面上。

高级驾驶辅助报警信息数据格式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数据来源 描述

日期范围 日期型 运营商平台
运营商平台上报车辆和主动安全相关信息的日期

范围。

所属企业 字符型 运营商平台 运营商平台上报车辆所属企业信息。

车牌号码 字符型 运营商平台 运营商平台提供车牌号码的准确性。

车牌颜色 字符型 运营商平台 运营商平台提供车辆号码匹配的颜色。

报警类型 字符型 运营商平台

运营商平台根据车辆的报警事件类型，来匹配报

警类型，包括（高级驾驶辅助报警、驾驶人状态

监测系统报警、超员监测系统报警）。

报警事件类型 字符型 运营商平台

运营商平台根据车辆的视频情况来判断报警事件

类型，包括（前向碰撞报警、车道偏离报警、车

距过近报警、疲劳驾驶报警、接打手持电话报警、

抽烟报警、长时间不目视前方、驾驶员不在驾驶

位置、双手同时脱离方向盘报警、超员报警）。

报警数量 数字型 运营商平台
运营商平台根据设定的时间维业，来统计车辆的

报警次数。

1．输出项

日期范围、所属企业、车牌号码、车牌颜色、报警类型、报警事件类型、报警数量。

2．输出目的地：后台通过输入项，把主动安全的主要相关信息，进行汇总，展示在

主动安全大屏展示页面。

功能处理过程



后台按报警事件类型分布情况展示在地图上。

读取最新的主动安全视频数据展示在页面上。

统计当日报警次数前五名的事件类型。

统计昨日报警次数前五名的企业。

统计当日报警次数前五名的车辆。

1.1.5.1.1.4驾驶员评分考核

政府监管平台通过报警数据分析对驾驶员行为进行评分，按不同类型、数量、等级生

成相关驾驶员考评指标，并对考评结果进行排名。其主要功能包括驾驶员考核指标管理、

驾驶员考核方案管理、驾驶员考核结果计算、驾驶员考核结果发布等功能。

考核指标包含疲劳驾驶报警、分神驾驶报警、接打电话报警、抽烟报警、驾驶员异常

报警五类。

考核方案包含驾驶员信息、考核周期、指标扣分规则、指标权重等。

考核结果信息应包含排名、分数、各项指标值。

1.1.5.1.1.5企业评分考核

政府平台对所有入网的企业及运营商平台进行评价考核，支持下属车辆针对驾驶员行

为分析的考核、报警的考核等，将相关指标纳入联网联控原有企业及运营商考核体系中。

其主要功能包括企业考核指标管理、企业考核方案管理、企业考核结果计算、企业考

核结果发布等功能

1.1.5.1.1.6市县评分考核

政府平台对所有下级市县运管部门进行评价考核，支持辖区车辆针对驾驶员行为分析

的考核、报警的考核等，将相关指标纳入联网联控原有市县运管部门考核体系中。其主要

功能包括市县考核指标管理、市县考核方案管理、市县考核结果计算、市县考核结果发布

等功能

1.1.5.1.1.7驾驶员档案管理

政府平台实现驾驶员档案库，具备驾驶员信息同步到档案库中的功能，具体包含姓名、

身份证号、驾照信息。同时档案库应定期更新驾驶员行为数据，包括报警类型、等级、评

分等，可按不同筛选条件进行检索。同时市县驾驶员档案数据添加、删除、修改等功能。

1.1.5.1.1.8信息管理与发布

政府平台应具备向已接入的企业平台下发相关考核及政策信息的功能。主要包括企业

考核信息新增、删除、编辑、审核、发布；政策法规信息新增、删除、编辑、审核、发布



等功能。

1.1.5.1.1.9主动安全智能防控平台技术指标

主动安全智能防控平台总体性能应至少满足以下要求：

（1）支持平台 7×24h 不间断运行。

（2） 在没有外部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故障恢复时间不超过 120min。

（3）政府安全监管平台能支持全省车辆的主动安全报警数据接入。

（4）政府安全监管平台之间支持专线网络或互联网 VPN 连接。

（5）企业安全监控平台支持互联网或专线网络等方式连接政府安全监管平台。

（6） 报警信息数据存储时间不得少于 183 天。

（7）报警多媒体附件数据存储时间不得小于 60 天。

（8）政府安全监管平台离线保存的报警多媒体数据存储时间不得小于 365 天。

（9）建立报警信息数据备份机制，每周对数据进行增量备份，每月对报警信息数据

进行全量备份，备份报警数据时间不得小于 1年，系统数据恢复时间不超过 12h。

部标视频实时监控功能

按照交通部《JT/T1077-2016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视频平台技术要求》和《JT/T

1078-2016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视频通信协议》的规定，省级政府视频监管平台应

具备对下级政府视频监管平台和企业视频监控平台，以及跨域车辆所属企业视频监控该平

台上音视频资源目录的检索和音视频资源的访问功能。

视频采集流程为：运输企业搭建企业视频监控平台，并与已安装视频设备的车辆建立

链路，政府监管平台通过与企业监控平台建立链路，通过《JT/T 1078-2016 道路运输车

辆卫星定位系统视频通信协议》下发视频查看请求，企业视频平台将指令转发给车机，车

机再逐级回传至省平台，省平台直接进行视频解析和播放，不进行存储，视频录像信息存

储在企业视频监控平台，供政府监管平台调取回放。

1.1.5.1.1.10 音视频资源目录管理

音视频资源目录的管理应包含特殊报警音视频资源目录自动更新、资源信息查询与统

计等功能。

具体要求如下：

（1）音视频资源数据（实时音视频和历史音视频的原始数据）保存在企业视频监控

平台；

（2）音视频资源目录数据保存在企业视频监控平台和政府视频监控平台，上级平台

根据需要可以查询下级平台的目录数据，跨域地区政府视频监管平台可向部级政府视频监



管平台查询跨域车辆的目录数据。

（3）特殊报警事件音视频资源目录自动上传：特殊报警事件音视频资源目录变化后，

下级平台主动向上级平台上传音视频资源目录。

（4）音视频数据文件查询：可通过音视频数据文件属性信息进行条件组合查询；

（5）音视频数据文件统计：可通过音视频数据文件属性信息对音视频数据信息文件

的数量、大小、时长进行统计。

1.1.5.1.1.11 视频监控

视频监控功能主要包含政府平台与企业视频平台链路管理、政府平台与企业视频平台

认证管理、下发获取车辆视频指令管理、实时解析车辆视频流数据、车辆视频数据解码管

理、车辆实时视频播放管理等功能。

政府平台与企业视频平台链路管理用于政府平台与企业视频平台建立音视频数据和

指令数据的传输通道。

政府平台与企业视频平台认证管理用于双方平台的加密登录处理，没有认证的平台不

允许进行数据传输，并断开其已建立的链路。

链路管理及认证管理均按照交通部《JT/T1077-2016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视频平台

技术要求》和《JT/T 1078-2016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视频通信协议》的规定功能

与协议要求进行实现。

视频监控支持在计算机上通过浏览器或客户端对终端的实时监控视频进行浏览并保

存在客户端。

实时浏览，支持在远程计算机上通过集成企业监控平台的视频播放页面，在浏览器上

对终端的实时监控视频进行浏览。浏览客户端采用 B/S 架构。视频监控页面应支持显示不

同终端的不同图像，并支持实现视频图像的全屏显示。

定位、音视频同步显示，平台应支持车辆的实时卫星定位数据和音视频数据在同一监

控界面同时、同步显示。

同时要具有播放过程中长时间无操作时主动关闭音视频播放并停止数据调用的功能。

1.1.5.1.1.12 历史视频回放功能

历史视频回放功能支持用户浏览视频时将视频实时存储在客户端本地硬盘。

客户端录像存储，平台可支持具备权限的用户在浏览视频时将视频实时存储在客户端

本地硬盘。

历史视频检索、回放，客户端应支持对终端及企业中心存储服务器或视频复用服务器



的录像文件进行检索、回放。

原监管平台功能改造

1.1.5.1.1.13 首页展示改造

对首页功能进行优化改造，增加主动安全报警分析、各地市运输情况分析、信息发布

等功能，对原有页面展示效果进行美化，突出重点监管的信息。

原监管平台首页展示图

1.1.5.1.1.14 动态监管功能改造

1.1.5.1.1.15 实时监管改造

通过结合先进的 GIS 分析系统，将海量数据进行聚类分析，根据多条件多维度的方式

进行检索，实时地将结果展示到地图上。

多条件、多维度检索展现

将海量数据按运营商、企业、车型、行业、车辆状态多条件、多维度检索，并在地图

上实时动态展现。

实时监管展示图

聚类分析展示

聚合点可按行业统计显示动态车辆数；并以列表形式显示聚合点内动态车辆详细信息。



聚类分析展示图

聚合展示不同行业、不同状态车辆动态信息.

聚类展示图

1.1.5.1.1.16 轨迹回放功能改造

优化轨迹回放功能，对轨迹线路的显示效果进行优化，可以辨识出轨迹的完整性，同

时增加轨迹回放时的轨迹点列表同步显示功能，能够有效与地图进行对比分析。



轨迹回访展示图

1.1.5.1.1.17 动态考核功能改造

根据交通运输部《全国重点营运车辆联网联控系统考核管理办法》考核指标要求及最

新指标调整计划，对现有考核管理子系统进行改造升级，添加考核可配置的功能，如配置

考核指标、分值、计算公式等：一是可配置考核指标，系统现有指标项均可通过配置纳入

或剔除出考核指标。二是可进行分值配置，最高值和最低值。三是可配置计算公式，根据

指标数据情况，结合其他指标项，加减乘除进行配置。通过平台连通率、车辆上线率、轨

迹完整率、数据合格率等指标进行优化，满足部里对省平台的最新考核要求，同时对下级

平台同步考核。

1.1.5.1.1.17.1 平台连通率考核

平台连通率：统计期内，下级平台与上级平台之间保持正常数据传输的时间总和占统

计期间总时长的比率；

连通时长：统计期内，下级平台与上级平台之间保持正常数据传输的时间总和。

连通总率：统计期内，下级平台与上级平台之间保持正常数据传输的时间总和占统计

期间总时长的比率。

平台连通率考核计分：连通总率*5；低于 90%不得分。

调整后计算方式：

若 1分钟内平台与部平台网络层链路状态异常，则判断平台网络断开，并计入断线时

长。

若 1分钟内省平台未向部平台传过轨迹数据，则判断平台网络断开，并计入断线时长。

1.1.5.1.1.17.2 上线率考核

车辆上线率：统计期内，至少向上级平台传输一次合格动态数据的重点营运车辆数占



本辖区或本企业（含服务商）处于营运状态且已入网的重点营运车辆数的比率。

上线率考核计分：车辆上线率*10。

调整后计算方式：

当月平均驶里程依据运营车辆报废年限和报废里程进行折算，考虑1000km和 2000km。

从严格考核工作的思路出发，考虑使用当月平均行驶 2000km 作为平均行驶里程。当车辆

行驶里程达到 2000km 记为该车辆当月上线。

1.1.5.1.1.17.3 轨迹完整率考核

轨迹完整率：统计期内，重点营运车辆完整轨迹与本辖区或本企业（含服务商）上线

重点营运车辆轨迹的比率。轨迹完整是指轨迹点连续。

轨迹完整考核计分：轨迹完整率*30；低于 70%不得分。

调整后计算方式：

1.去除下级平台上报的卫星定位点中的异常漂移点。判断规则：被测算点与相邻两点

计算平均时速超过 160km/h，认为该点为漂移点。将漂移点前后点位之间的里程计入全部

里程。将漂移点前后点位之间的里程计入全部里程。

2.两点间距离小于 2km：记为轨迹连续；计入连续里程，计入全部里程。

3.两点间距离大于 2km、小于 6km。

4.连续 2段内，每两点间里程介于 2km-6km 之内记为轨迹连续，计入连续里程，计入

全部里程；自第 3 段两点间里起记为轨迹不连续，计入全部里程；凡是轨迹里程不在

2km-6km 之间，则重新归 0，重复计数。

5.两点间距离大于 6km：记为轨迹不连续，计入全部里程；

6.叠加对车辆漂移率的考核，以（1－漂移率）作为考核系数纳入轨迹连续率计算公

式。

7.取消轨迹完整率低于 70%不得分的规则。

8.轨迹连续率=（连续里程/全部里程）

9.轨迹完整得分=（连续里程/全部里程）*(1－漂移率)*30

1.1.5.1.1.17.4 数据合格率考核

数据合格率：统计期内，下级平台上传的合格数据条数占上传数据总条数的比率。合

格数据包括车牌号、车牌颜色、时间、经度、纬度、定位速度、行驶记录速度、方向、海

拔、车辆状态、报警状态等符合《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平台数据交换》（JT/T 809）

相关信息数据体结构规则，且在合理范围内的车辆动态数据；



数据合格率考核得分：数据合格率*30；低于 80%不得分。

调整后计算方式：

不满足如下判断条件的记为数据异常点：

1、平台上传的车辆数据存在车牌号、车牌颜色、日期时间、经度、纬度、速度、方

向、海拔、车辆状态、报警状态等错误信息的，数据判断为不合格。具体参照《JT/T 809-2011》

4.5.8 相关信息数据体结构之规则。

2、数据合理参考范围：日期时间：≤当前时间；经度范围：73°33′E 至 135°05′

E；纬度范围：3°51′N 至 53°33′N；速度：0至 160 间；海拔：-200 至 6500 之间。

数据合格计分：数据合格率*30；低于 80%不得分。

目前当判断上传数据有以下问题时判断为数据异常。

①车牌号错误：车牌长度小于 6或大于 10、车牌第一位错误、车牌不符合规则。

②车牌颜色错误：车牌颜色不是 1,2,3,4,8,9。

③定位时间错误：时间格式错误、接收时间早于定位时间、定位时间是 20 小时之前

的数据。

④经纬度错误：经纬度格式异常、经度错误、纬度错误。⑤速度错误：速度格式异常、

速度小于 0或者大于 160。

⑥海拔错误：海拔格式异常、海拔低于负 200 米或高于 6000 米。

⑦方向角错误：方向格式错误、方向小于 0或者大于 360。

在以上的数据合格判断的基础上，增加如下数据合格判断条件：

1.车辆上传定位点位数据中信息状态位数据 ACC= 0，且与相邻两点计算距离，距离

均大于 50m，判断该点为异常，计入数据异常点。

2.车辆上传定位点位数据中车辆行驶记录设备上传的行车速度 = 0 ，且与相邻两点

计算距离，距离均大于 50m，判断该点为异常，计入数据异常点。

3.车辆上传定位点位数据中卫星定位车载终端设备上传的行车速度 = 0 ，且与相邻

两点计算距离，距离均大于 50m，判断该点为异常，计入数据异常点。

1.1.5.1.1.18 统计分析功能改造

根据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55 号，升级建设完成后可实现对两客一危车辆的大数据

分析统计及展示，其中包括：运输区域分析、运输里程分析、运输线路分析、重点车辆经

营情况平均参考值分析、不规范运营分析、数据质量分析、车辆停运分析；



统计分析图

1.1.5.1.1.18.1 运输区域分析

通过大数据技术对重点营运车辆的区域分布特征进行统计分析，重点按行业类别分布、

车籍分布、经营区域分布进行分析，根据不同热度实现地图不同颜色展示。

运输区域分析展示图

1.1.5.1.1.18.2 运输里程分析

通过大数据技术对一定时间段内的不同行业类别的行驶车辆数量、车辆有效运行时间

等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分析车辆运行的时段特点，总结行业的车辆平均工作时间，平均夜

间行驶率。可对辖区内全部车辆、某企业车辆、某行业类别车辆以及单车时间段内运输时

段进行分析。



运输里程分析展示图

1.1.5.1.1.18.3 运输线路分析

通过大数据技术对一定时间段内的不同行业类别的行驶车辆数量、车辆有效运行时间

等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分析车辆运行的时段特点，总结行业的车辆平均工作时间，平均夜

间行驶率。可对辖区内全部车辆、某企业车辆、某行业类别车辆以及单车时间段内运输时

段进行分析。

运输线路分析展示图

1.1.5.1.1.18.4 重点车辆经营情况平均参考值分析

利用大数据针对行业重点营运车辆重要指标的分析，按行政区划和行业类别统计分析：

车辆平均工作时间（每日平均在线时长）、平均行驶里程、疲劳驾驶率、车辆超速率、夜

间行驶率等信息，方便经营企业和从业人员比对自身，为掌握道路运输的基本运行规律提

供参考。

重点车辆经营情况平均参考值分析展示图



1.1.5.1.1.18.5 不规范运营分析

分析各地市、各企业行驶车辆的规范运营情况，包括超速行驶、疲劳驾驶、不按规定

时段行驶等情况，分析超速、疲劳等发生的主要路段，根据行业总体平均疲劳驾驶率、车

辆超速率等特征值，计算地市、县、企业规范运营指标分析并排名。

不规范运营分析展示图

1.1.5.1.1.18.6 数据质量分析

参考考核办法以及行业标准，利用后台数据，对汇聚到平台的各运营商终端数据质量

进行比对分析，利用大数据对车辆运行轨迹完整性进行对比分析，找出经常屏蔽、遮挡和

故意关闭车载终端的车辆和企业。

数据质量分析展示图

1.1.5.1.1.18.7 车辆停运分析

通过分析车辆轨迹数据，统计车辆停运时段、区域等情况。

车辆停运分析展示图



1.1.5.1.1.18.8 新增行驶记录仪采集功能

本项内容参照 GB-19056-2012 标准进行建设，具体内容如下：

（1）16 项命令字进行设计和开发，系统通过向企业监控平台下发命令，企业平台将

指令转发至车载终端，车载终端应答后再逐级回传至本平台进行展示。

新增行驶记录仪采集展示图

（2）与已备案的所有 GPS 运营商进行设备及协议联调，需要对行驶记录仪相关内容

指令查询功能所包含的 16 项指标全部对接完成。

行驶记录仪查询图

采集当前驾驶员信息

采集当前驾驶员信息图



采集记录仪实时时间

采集记录仪实时时间图

采集累计行驶里程

采集累计行驶里程图

采集记录仪脉冲系数

采集记录仪脉冲系数图

采集车辆信息

采集车辆信息图

采集记录仪状态信息配置信息

采集记录仪状态信息配置信息图

采集记录仪唯一性编号



采集记录仪唯一性编号图

采集指定的位置信息记录

采集指定的位置信息记录图

采集指定的事故疑点记录

采集指定的事故疑点记录图

采集指定的驾驶人身份记录



采集指定的驾驶人身份记录图

采集指定的外部供电记录

采集指定的外部供电记录图

采集指定的参数修改记录

采集指定的参数修改记录图

采集指定的速度状态日志

图 5-177175 采集指定的速度状态日志图

（3）针对企业行驶记录仪接入情况，已经行驶记录仪提供的相关数据，按照要求形

成相应的统计报表，并可提供报表导出，满足主管部门对日常考核的需求。



统计报表展示图

1.1.5.1.1.19 新增安全抽查监管功能

升级系统建设完成后可实现安全抽查监管；（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强化联网联控系

统应用提升道路运输安全管理水平的通知》（交运明电〔2017〕9 号）要求，各级运管机

构应建立“两客一危”车辆动态数据层层抽查机制，月度抽查车辆数不低于全省“两客一

危”车辆总数的 10%）。建立模块“车辆抽查”，模块内包括“抽查方案管理”、“抽查

结果查询”和“抽查结果下发”；

安全抽查子系统业务流程图

1.1.5.1.1.19.1 抽查方案管理

用于各级运管机构建立针对辖区内车辆、企业和运营商的抽查方案，包括抽查时间周

期、抽查车辆数、抽查指标项、抽查车辆类别等，制定方案并实施后，按方案要求定期形

成抽查结果。

抽查方案管理包括：已形成的“抽查方案信息查询”和“新增方案”

抽查方案信息查询字段包括：抽查方案名称、抽查周期、抽查类型（企业、运管机构、

运营商）、创建者、创建时间；

新增方案信息字段包括：



抽查方案名称：手填；

抽查周期：选择日、周、月、季、年，自定义时间段；

抽查对象：选择管辖机构、企业、运营商，单选和全选；

行业抽查比例选择：班车、包车、危货，手填各行业类型抽查的比例，类型抽查比例

之和必须是 100%；

抽查指标：上线率、轨迹完整率、数据错误率、超速报警次数、疲劳驾驶报警次数、

卫星定位漂移车辆率，指标可单选、多选、全选；

可以在各指标后增加对问题指标范围，如上线率、轨迹完整率设定低于 XX 视为问题；

数据错误率、卫星定位漂移车辆率高于 XX 视为问题；超速报警和疲劳驾驶次数高于 XX

视为问题，生成抽查结果时问题的项目标红显示。

按照国家文件及上级运管部门要求对抽查的行业（两客一危）、抽查指标（上线率、

轨迹完整率、超速报警次数、疲劳驾驶报警次数）进行强制性默认选择，以确保下级部门

制定的抽查方案中抽查的行业和重要指标与上级部门要求一致。

1.1.5.1.1.19.2 抽查结果查询

选择已制定的抽查方案后，平台按方案的周期、指标、对象等要求按期形成抽查结果，

各级运管机构可查看并导出抽查结果。

抽查结果查询条件：无问题数据、问题数据（只要有一项指标有问题则视为车辆有问

题）、全部抽查结果的字段包括：序号、车牌号码、车牌颜色、行业类型、所属业户名称、

籍贯地、所属运管机构、平台名称、核查处理情况以及选择的各抽查指标情况。

抽查结果查询图

1.1.5.1.1.19.3 抽查结果下发与处理情况填报

针对运管机构的抽查结果，上级运管机构可以通过平台将有问题的抽查结果明细按抽

查车辆的籍贯地下发给下级运管机构，下级运管机构有“上级运管机构抽查结果督办”报

表，对车辆逐个进行问题核实，并单车可填写核实处理情况，上级运管机构可实时查看抽

查结果明细表，查看核实处理情况。



查看抽查结果明细表图

1.1.5.1.1.20 新增终端核查功能

1.1.5.1.1.20.1 部标及 4G 终端信息管理

提供部标终端及 4G 设备信息的导入功能，为不合规终端检测提供数据依据。

导入信息包括：终端型号、终端厂家、终端编号等、过检批次、定位模块（GPS/北斗）；

部标及 4G 终端信息导入图

1.1.5.1.1.20.2 车辆上报终端信息管理

提供运营商平台上报车辆终端信息的查询功能，便于管理部门及时了解车辆终端安装

情况。

查询条件：车牌号码、企业名称、所属平台、车籍地、终端型号、终端厂家、定位模

块（GPS/北斗）

查询结果：车牌号码、车牌颜色、道路运输证号、企业名称、所属平台、车籍地、管

辖机构、终端型号、终端厂家、定位模块（GPS/北斗）



车辆上报终端信息图

1.1.5.1.1.20.3 不合规终端检测

根据部标公示信息和运营商上报的车辆终端信息进行对比，发现不合规终端及未安装

4G 终端进行预警。

不合规终端检测图

1.1.5.1.1.21 移动监管 APP 功能改造

本次对移动监管 APP 系统进行升级改造，主要新增主动安全报警信息的查看，违规视

频信息的检索以及主动安全报警的统计分析功能。

1.1.5.1.1.22 系统管理功能改造

（1）系统管理功能主要对系统可配置性，尤其是对标准权限、统计和监管参数等的

配置功能进行改进加强，同时对运管，运营商，运输企业按不同角色进行应用的权限控制。

（2）客户端方面增加集成浏览器功能，提供安装包，一键安装。

（3）系统目前存在没有运营商提供服务或长时间不营运，但还没办理注销手续的车

辆，造成考核结果不准确，需要对该批车辆进行标记，实现以下效果：

1、车辆若已入网，标记后的仍算入网。

2、标记后的车辆不划入任何运营商平台，所属平台设置为空，不纳入对运营商统计

的车辆范围；



3、标记后的车辆纳入对企业、市县和全省数据统计的车辆范围，如纳入对上线率的

统计分母里。

数据共享交换系统

数据交换主要用于实现与现有信息系统的数据交换，交换信息可包括问题信息、业务

办理信息、综合评价信息等。通过建立统一的政务信息交换标准规范及数据交换系统，实

现城市电子政务信息的整合与共享。

系统外部接口包括对外提供受控的功能接口、业务数据交换接口和空间数据交换接口。

实现与相关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与交换，并实现与现有系统的协同工作。

数据交换要满足如下要求：

1）支持图片、声音、视频多种数据格式的传输；

2）保证数据的快速传输，道路运输主管部门发送督办信息时间不超过 5秒；

3）高安全性，配备稳定的加密算法。

随着 XML 的迅速发展，XML 正在逐步成为 Internet 中描述数据的标准。在将来 XML

文档势必成为电子政务中数据传输的主要载体。

本次设计数据交换将按照（WebService 或 Socket 套接字）和交换格式（XML）要求

实施。

能够支持业务数据传输，包括业务表单、声音、图片等多种数据的传输。同时预留接

口，准备与治安、环保等部门的对接。

数据交换标准

本次设计采用业界成熟的 XML、SOAP、WebService 等信息技术建立信息交换平台，包

括数据交换引擎、远程数据传输、信息交换标准等核心模块。

随着 XML 的迅速发展，XML 正在逐步成为 Internet 中描述数据的标准。在将来 XML

文档势必成为电子政务中数据传输的主要载体。

消息打包格式设计

消息打包基于 SOAP 和 SOAP with Attachment 协议，所有通过信息交换的消息都必须

符合 SOAP 和 SOAP with Attachment 协议。对审批消息提供基于 SOAP with Attachment

协议的格式扩展，所有审批消息需按照审批消息打包格式打包。凡是打包格式符合 SOAP

和 SOAP with Attachment 协议的消息可通过信息交换平台进行传输。

审批消息打包格式设计

审批消息在逻辑上分为消息头、消息体和附件三部分，每个审批消息有且只有一个消

息头，有且只有一个消息体，可以有 0到多个附件。



消息头为一个 XML 文档，其格式如下表所示：

审批消息打包格式设计表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Header version=”1.0”>
version 为消息头格式的版本（现为

1.0，供系统扩充时使用）

<From>平台编码</From> 与平台统一编码

<To>政府部门编码</To> 道路运输部门统一编码

<Title>消息标题（自由编写）</Title> 消息标题（自由编写）

<Timestamp>2003/9/8

15:54:33.001</Timestamp>
为消息本身生成的时间

<TransNumber>
消息流水号，消息的唯一编号，全局

唯一

2003101809812405

</TransNumber>

<ContentType>JA01</ContentType> 消息体部分的类型

<ContentVersion>1.0</ContentVersion>
内容部分的版本（初始为 1.0，供系统

扩充时使用）

</Header>

消息体为一个 XML 文档，其格式在消息打包规范中不做约束，但是审批消息的消息体

格式在业务规范中有定义。

审批消息的附件部分可以为任意文件，消息打包规范中对所有作为附件文件都看作是

二进制文件，不对文件类型进行区分。

审批消息的三部分按照 SOAP 和 SOAP with Attachment 协议进行组织，分别映射到

SOAP 消息的 SOAP Header、SOAP Body 和 SOAP Attachment 部分，如下图所示：

消息头SOAP Blok

其他SOAP Blok

消息体SOAP Blok

SOAP Header

…

SOAP Body

附件1

附件2

附件n

…

SOAP Envelope
Multipart/Related

消息头

消息体

附件1

附件2

附件n

…

审批消息图

消息头部分映射至 SOAP 消息的 SOAP Header 部分，并将 XML 字段加上前缀，



mustUndersand 置为“１”，actor 属性置为“sppt”，如下表所示：

消息头部分表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Header version=”1.0”>

…

<Form>平台编码</Form>

<To>道路运输部门编码＜/To＞

…

</Header>

<soapenv:Header>

…

<sppt:From

soapenv:actor=”sppt”

soapenv:mustUnderstand=”1”

xmlns: From=http://SPPT/Header>

平台编码

</sppt:From>

<sppt:To

soapenv:actor=”sppt”

soapenv:mustUnderstand=”1”

xmlns:To=http://SPPT/Header>

道路运输部门编码

</sppt:To＞

…

</soapenv:Header>

消息体部分映射至 SOAP 消息的 SOAP Body 部分，并将 XML 字段加上前缀，如下表所

示：

消息体部分表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Apply>

…

<SN>12345678</SN>

<Timestamp＞

2003/10/1 10:00:00.001

</Timestamp＞

…

</Apply>

<SOAP-ENV:Envelope>

<SOAP-ENV:Body>

<sppt:Apply

xmlns:sppt=http://SPPT/Apply”>

…

<sppt:SN>12345678</sppt:SN>

<sppt: Timestamp >

2003/10/1 10:00:00.001

</sppt: Timestamp >

…

</sppt:Apply>

</SOAP-ENV:Body>

</SOAP-ENV:Envelope>

消息附件部分映射至 SOAP 消息的 SOAP Attachment 部分，在消息体部分引用消息附

件应采用 cid 形式，如下图所示：

…

<SOAP-ENV:Envelope>

<SOAP-ENV:Body>

…

<attachment href=cid:test061400a.doc@lenovo.com/>

…

</SOAP-ENV:Body>

http://wssp/Header
http://wssp/Header
http://wssp/Apply
cid:test061400a.doc@lenovo.com


</SOAP-ENV:Envelope>

…

--MIME_boundary

Content-Type:application/octet-stream

Content-Transfer-Encoding:binary

Content-ID:test061400a.doc@lenovo.com

（17）实现各模块功能的技术方案

1．根据交部标 809 协议，针对新协议内容需要进行通讯服务的升级改造，满足部级

全国重点营运车辆联网联控系统的数据对接需求，实现主动安全报警子系统与政府安全监

管平台、企业安全监控平台、主动安全智能防控终端以及主动安全智能防控平台与主动安

全智能防控终端间的通讯网络、主动安全智能防控管理以及数据存储、分析、交换和共享

以及原有功能的改造。

具体实现方案采用基于 vue3+spring boot+spring-cloud-alibaba 的技术架构进行

设计,如下图，包括前端技术架构、后端服务技术架构、资源层的缓存、消息和数据存储

的技术框架。

技术架构图

本技术架构满足弹性扩展，并发处理的需求；采用分布式并行处理技术，保证系统稳

定性和可扩展性；采用缓存技术，缓解数据库读写压力，提高数据库高并发访问效率；采

用读写分离技术，提高数据库资源利用率。

（1）采用微服务架构，满足弹性扩展需求。



考虑到系统的高可用性、高并发性以及可维护性、可扩展性的需要，我们在系统设计

时采用了面向微服务的架构模式。“吉客通”服务平台的各业务模块将被设计成独立的服

务，业务之间将不存在依赖，系统可以随时根据不同需要将服务进行组合。另外，业务实

现不再依赖于某种特定的技术或语言，只要满足业务标准都可以来实现微服务。

（2）采用分布式并行处理技术，保证系统稳定性和可扩展性。

为了满足在大数据量的情况下高负载、高并发的用户响应，设计为基于分布式并行处

理架构，并通过 WEB 负载、应用负载等多层负载来保障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扩展性。分布式

并行处理架构能够方便的存储超大规模的数据，数据集群的扩大通过简单的增加数据节点

（服务器）完成，保障系统的可扩展性。同时，通过分布式计算方式和有效的引擎调度策

略能够保障系统在高并发、高负载情况下的高吞吐率，保障系统的稳定性。

（3）采用缓存技术，提升访问高并发性能。

平台要求满足用户并发，具备高效、即时性需求。应用服务负责处理系统的业务逻辑，

是系统开发最复杂，变化最多的地方，保障性能的主要手段是缓存、集群和异步等。

缓存主要是用来保存写入操作的数据，以及变化很少的查询结果数据。应用程序读取

数据时，先尝试从缓存中读取，如果读取到了则直接返回，如果没有读到数据，则应用程

序转向从数据库（或者文件系统）读取数据，并将数据写入到缓存中，以便下次访问时可

以直接从缓存中读取。

那么，将相应数据存储起来以避免数据的重复创建、处理和传输，可有效提高性能。

将不经常改变的数据缓存起来，例如档案查询等，这样能明显提高 WEB 程序的反应速度。

另外，同一个应用中，对同一数据、逻辑功能和用户界面的多次请求时经常发生的。随着

系统的使用，用户基数会逐步增加，当用户基数很大时，如果每次请求都进行处理，消耗

的资源是很大的浪费，也同时造成系统的不稳定。而缓存数据也能降低对数据库的访问次

数，降低数据库的负担和提高数据库的服务能力，保障稳定性。有时，提供数据信息的服

务可能会意外停止，如果使用了缓存技术，可以在一定时间内仍正常提供对最终用户的支

持，提高了系统的可用性。

（4）采用读写分离技术，提高数据库资源利用率。

为保证数据库的正常运行及提供用户高效的查询效率，提高用户体验，本系统的数据

库设计了读写分离的策略，即查询库只提供用户的报告信息查询服务；写入库则只提供用

户的报告写入服务。比如前端用户在查询信用档案等数据时，首先通过搜索引擎及分布式

缓存服务器检索信息，若缓存服务器中没有该查询数据，则从查询库中返回用户所要的相

关数据供用户使用。因此，读取数据使用分布式查询库，并结合分布式缓存技术完成数据



读取，从而提高读取效率；写入数据使用分布式写入库，并结合数据堆栈技术提高事务并

发处理能力。

（18）接口开发及系统集成

部省数据交换接口

通过接口开发实现省级监管平台和部全国公共交换平台之间的数据共享传输，实现全

省车辆动态数据实时上报至部全国公共交换平台，同时实时接收部全国公共交换平台下发

的外省跨域车辆动态数据，具体字段包含车牌号码、车牌颜色、平台接入码、报警状态、

海拔、当前里程、经度、纬度、速度、方向、行驶记录仪速度、最后定位时间等字段。

运政系统数据交换接口

通过接口开发实现省级监管平台和运政系统之间的数据共享传输，实现运政系统的静

态数据同步至省级监管平台进行查询，具体包含机构信息（编号、名称、地区编码、上级

机构编号、机构代码、更新时间）、企业信息（编号、运输业户名称、管辖机构编号、所

属地区编码、经营状态、经营许可证号、许可证发证机构、许可证核发日期、许可证有效

期起、许可证有效期止、经营范围、行业类别、经济类型、企业等级、企业法人姓名、联

系人姓名、联系电话、企业地址、更新时间）、车辆信息（车牌号码、车牌颜色、所属地

区、所属行业、所属业户编号、管辖机构编号、营运状态、车辆类型、经营范围、经营区

域、客车等级、道路运输许可证号、许可证发证机构、许可证核发日期、许可证有效期起、

许可证有效期止、年审状态、厂牌、型号、吨位数、客座位数、等级评定截止日期、年审

截止日期、运营线路编号、驾驶员编号、更新时间）等。

内部企业数据交换接口（企业平台）

通过接口开发实现省级平台与企业平台之间的数据交换，实现企业平台所属车辆的动

态数据实时上报至省级平台，具体字段包含车牌号码、车牌颜色、平台接入码、报警状态、

海拔、当前里程、经度、纬度、速度、方向、行驶记录仪速度、最后定位时间等字段。

外部系统数据共享交换接口（应急管理）

实现省级平台与外部平台如公安、应急等外部系统的数据交换共享，用于将省级平台

的处理后的数据共享给外部单位进行使用，具体包含车辆静态信息（车牌号码、车牌颜色、

所属地区、所属行业、营运状态、车辆类型、经营范围、道路运输许可证号、许可证发证

机构、许可证核发日期、许可证有效期起、许可证有效期止、年审状态、厂牌、型号、吨

位数、客座位数、等级评定截止日期、年审截止日期）和动态信息（车牌号码、车牌颜色、

平台接入码、报警状态、海拔、当前里程、经度、纬度、速度、方向、行驶记录仪速度、



最后定位时间）。

接口开发及系统集成采用的方式

对于行业外数据的交换共享，可基于 Web Service 接口方式完成相关信息的查询核

对。Web Service 接口应按照标准协议接入企业服务总线（ESB），实现各类系统的互联

互通和有效集成。

针对行业内数据交换共享，包括基础数据、部分业务数据拟采取数据文件交换，供应

用系统数据库读取。数据文件的内容和格式等规范要求遵守《部省交通运输信用信息交换

指标》的相关技术要求。

数据库直接访问接口设计实现，系统间交换数据，可采用数据库直接访问方式，这种

方式实际上只需要在数据库中为相应应用授予读取或者写入的权限，使得对方应用可以直

接读取或者写入应用数据库即可。

API 接口设计实现应用系统向其他业务系统提供服务的过程中，API 调用方式被广泛

应用。应用系统提供基于 SOCKET 的服务端，基于 SOCKET 的 API，供其他应用系统调用。

具体的接口信息及实现方式如下：

接口信息及实现方式表

序号 接口名称 接口类别 实现方式

1

重点运营车辆车

辆联网联控系统

接口

企业基本信息接口 API / WebService

2 车辆基本信息接口 API / WebService

3 驾驶员借本信息接口 API / WebService

4 车辆动态信息接口 API / WebService

5 视频信息接口 API / WebService

1.1.6 海南省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考试系统（安卓系统）

（19）业务逻辑描述

出租汽车从业资格在线考试系统需要建设的功能包括海南省出租汽车从业资格在线

考试系统管理端、海南省出租汽车从业资格在线考试 APP（安卓）、运政系统改造及接口

开发等功能。

本系统是根据服务事项出租汽车从业资格的特殊环节从业资格考试的需求，通过运政

系统获取考试人员信息，组织考试，并将考试成绩推送至运政系统，最终形成出租汽车从

业资格信息。



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考试系统业务流程图

业务协同情况：主要是与海南省道路运政信息管理系统之间的业务协同，将出租车从

业资格申领信息推送至海南省道路运政信息管理系统，经过运政系统受理、初审、审核、

进入特殊环节后，将考试名单信息返回考试系统，安排进行考试，将考试成推送至运政系

统实现证件办理。



（20）数据流定义

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考试系统数据流图

业户通过考试 APP 或者省一体化平台进行出租汽车从业资格申领，业户人员基本信息

及资格申领信息流转至运政系统进行资格审核，通过调取公安系统的背景核查信息对人员

资格进行审核，审核不通过则流程结束，业务办结；审核通过则进入特殊环节，安排从业

资格考试。业户在 APP 上进行考试，考试成绩流转至运政系统，通过则进行制证，不通过

则直接业务办结。

（21）系统功能

系统主要包含海南省出租汽车从业资格在线考试 APP 和海南省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考

试系统管理端；



海南省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考试系统功能图

（22）各功能模块定义

海南省出租汽车从业资格在线考试 APP

1.1.6.1.1.1功能框架图

海南省出租汽车在线考试 APP 功能图

1.1.6.1.1.2考试管理（运管人员权限）

实现考试签到、开考控制、考题生成等考试管理功能。

考试签到：考试人员到场后，在区域运管人员核验身份信息后，为考试人员开放 APP

签到功能，考试人员可在 APP 上进行签到。

监考过程记录：监考人员对监考过程中照片，情况的记录。



1.1.6.1.1.3考试统计（运管人员权限）

考试详情：可查看每位考试人员考试次数、考试时长、考试成绩等。

1.1.6.1.1.4资格申领

实现申请人通过考试 APP 入口进行从业资格的申领，申请进行资料填写和上传后流转

至运政系统进入审核流程。

1.1.6.1.1.5考试题库练习功能

申请人手机下载“出租汽考试车”APP 移动应用进入出租汽车从业这个考试系统，无

需注册登录即可免费使用“题库练习”、“模拟考试”两个部分功能。

全国公共题库练习：申请人可在“出租汽车考试”APP 公共题库中进行随机习题的练

习。

海南区域题库练习：申请人可在“出租汽车考试”APP 海南区域题库中进行随机习题

的练习。

习题收藏：申请人在练习时可将题目收藏，收藏题目后题目进入收藏栏，可取消对改

题目的收藏。

1.1.6.1.1.6模拟考试功能

申请人手机下载“出租汽考试车”APP 移动应用进入出租汽车从业这个考试系统，无

需注册登录即可免费使用“题库练习”、“模拟考试”两个部分功能。

全国公共题库模拟考试：申请人在“出租汽考试车”APP 中可进行全国公共题库模拟

考试。点击开始考试后，进入交卷倒计时；申请人可提前点击交卷，交卷时如有未完成的

题目提示申请人有未完成的题目，是否仍提前交卷。

海南区域题模拟考试：申请人在“出租汽考试车”APP 中可进行海南区域题库模拟考

试。点击开始考试后，进入交卷倒计时；申请人可提前点击交卷，交卷时如有未完成的题

目提示申请人有未完成的题目，是否仍提前交卷。

成绩查看：交卷后可查看考试成绩和考试的详情。

1.1.6.1.1.7信息中心

个人信息查看：申请人可查看个人信息，包括个人基本信息，背景核查等信息。

准考证查看、下载：申请人可在收到考试安排短信消息后在此查看准考证信息，并可

进行准考证下载。

考试安排信息查看：申请人可在此查看考试安排信息。

成绩查询：申请人可在此查看考试成绩详情。



1.1.6.1.1.8考试功能

考试：所在区域主管部门经过考试签到后及在运管人员开放考试后，申请人可开始进

行考试。

补考：申请人考试未通过可进行当场补考，可进行运管机构所设置的补考次数考试，

在规定的考试次数内成绩合格即可通过考试。

考试快照：考试人员在点击交卷时，生成该考试人员的考试试题快照。

海南省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考试系统管理端

1.1.6.1.1.9功能框架图

海南省出租汽车考试管理系统管理端功能图

1.1.6.1.1.10 首页展示

考试统计：对已经进行的考试、正在进行的考试、考生数量进行统计。对题库中各种

类型的题型及逆行统计展示。

通知公告管理：对发布的通知公告的管理。

1.1.6.1.1.11 考试题库管理模块

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考试科目分为（1）全国公共科目；（2）海南区域科目，两项。每

个科目随机抽取 50 道题，每题 1分。

1）全国公共科目题库管理

对全国公共科目题库的管理，包括题库考题的新增、编辑、删除、查询的管理。

考题新增：在全国公共科目题库中，对题库的题目、选项以及答案进行新增入库，用

于题库练习、考试模拟、考试出题。

考题编辑：对需要重新编辑的题库进行信息编辑。



考题删除：在题库列表中对需要删除的题目进行删除操作。

考题查询：根据考题内容，进行考题查询，并可查看考题详情。

2）海南区域科目题库管理

对海南科目属性的管理，包括题库考题的新增、编辑、删除、查询的管理。

考题新增：在海南区域科目题库中，对题库的题目、选项以及答案进行新增入库，用

于题库练习、考试模拟、考试出题。

考题编辑：对需要重新编辑的题库进行信息编辑。

考题删除：在题库列表中对需要删除的题目进行删除操作。

考题查询：根据考题内容，进行考题查询，并可查看考题详情。

1.1.6.1.1.12 资格考试规则管理

系统为每个参加考试的人员随机从题库中抽取题目并根据运管机构设置好的时间进

行计时考试。考试结果根据运管机构设置的时间规则、分数规则、题量规则进行。在要求

的考试时间内（1）全国公共科目；（2）海南区域科目两个科目连续考试。每个科目都满

足规定的分数，则考试通过，不通过可补考。

考试时间设置：进行考试时长设置，考生须在该段时间内完成考试。

考试分数设置：进行考试分数设置，每科成绩总分，成绩合格线等设置。

考试题量设置：设置各科考试的试题数量。

补考规则设置：可设置连续补考次数，在规定时间内，规定次数内通过即可视为补考

通过。

1.1.6.1.1.13 考试须知管理

面向考试人员的考试须知的信息管理。包括考试须知的新增，删除、编辑等功能。

考试须知新增：根据考试的准考证中所发布的考试须知信息，对考试须知的新增。

考试须知删除：对考试须知列表中的须知信息，在不需要时科进行删除操作。

考试须知编辑：对考试须知列表中的须知信息，在需要修改时进行编辑操作。

1.1.6.1.1.14 出租汽车考试台账管理

实现出租汽车考试台账功能。运管人员可根据台账进行考试安排，考试成绩统计分析，

考试次数统计分析等。

考试人员信息台账：可实现报考渠道管理、考试人员的基础信息、人员考试履历、详

情查看、导出、查看详情等台账管理。

考试场次台账：实现考试场次、考试数量、考试人数、通过率等台账管理。



考试安排管理

考试人员信息列表：各有组织考试权限的区域运管机构人员可通过运管端查看所在区

域参加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人员信息列表，可进行考试人员名单导出。

准考证管理：为参加出租车从业资格考试的人员提供考试准考证生成规则，准考证信

息包含考试人员信息、考试时间、考试地点。

考试排期管理：区域运管机构人员可在出租车从业考试报名台账中查看报考人的报考

信息及背景核查结果信息。进行各从业人员考生的考试批次的排期管理，包括本次排期、

下次排期、排期日志、考场安排等。

考场管理：实现考场的添加、编辑、删除等功能。

短信通知管理：各有组织考试权限的区域运管机构人员可通过运管端查看所在区域的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报名信息。经过审核后，以短信的方式进行审批结果的通知，

与短信模块之间的对接，可进行短信群发。

考试报名信息经审批同意后为其安排考试地点及考试时间，系统通过短信平台发

送考试信息至报考人手机。如：“您的海南省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时间为**年**

月**日，9：30，当日提前 1个小时，携带身份证至**市**区**路**号**楼签到后参加考

试，具体请致电 0898-*******咨询。”

同时，对于审批不通过的人员也可收到通过短信平台发送的审批不通过信息。如：“您

的海南省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报名未通过审核，具体请致电 0898-*******咨

询。”

1.1.6.1.1.15 考试管理

实现考试签到、开考控制、考题生成等考试管理功能。

考试签到：考试人员到场后，在区域运管人员核验身份信息后，为考试人员开放 APP

签到功能，考试人员可在 APP 上进行签到。

开考控制：区域运管机构人员进行开考控制，设置考试的起止时间，考试人员只有在

该时段可以进行答题考试。

考题生成：考试人员再点击开始考试、开始补考时，自动随机从题库中生成考试规则

管理中所配置的考题数量。

1.1.6.1.1.16 用户权限管理

实现用户的权限、部门权限、角色权限的增加、删除等功能。



1.1.6.1.1.17 账户管理

面向考试人员的账户列表管理及查询。

（23）实现各模块功能的技术方案

1．本系统实现考生在 APP 进行考试申请、题库联系，模拟考试等；

2．考试管理人员进行考试配置、组织考试等，管理端实现考试台账管理、题库管理、

考试管理等功能。

（24）接口开发及系统集成

考试成绩查询接口

将出租车考试成绩查询推送至省数据交换和共享平台，供有需要的单位进行调用。

调用省一体化电子签章接口

出租汽车考试的成绩单需要签章，调用省一体化电子签章接口。

短信平台调用接口

在考试报名至考试过程中，通过资格审查及考试安排过程中需要发送短信进行提醒，

进行省短信平台的调用。

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证服务事项人员报名信息接口

通过“出租汽车考试”APP 与运政系统对接，实现将出租汽车考试 APP 中出租汽车从

业资格报名信息推送至运政系统。

出租车资格考试成绩信息接口

通过“出租汽车考试”APP 与运政系统对接，实现将考试成绩推送至运政系统。

跟省一体化统一认证登录对接

通过“出租汽车考试 APP”与省一体化平台对接，实现考试人员登录“出租汽车考试”

APP 时进行身份认证。

接口开发及系统集成采用的方式

本系统已明确的接口如下：

表 5-5342 本系统已明确的接口表

接口分类 接口名称 实现方式 功能描述

服务层接口
对外提供的接口 REST API 数据同步与数据调用

组件内部调用 API 数据同步与数据调用



1.1.7 海南省交通厅 12328 与交通部数据上报系统

（25）业务逻辑描述

海南省交通厅所属业务数据汇集清洗和上报主要为以下两个部分：

除海口、三亚外其他市县数据汇集清洗。统一与海南省 12345 热线新平台统一汇集和

清洗管理，依据交通部数据规范要求建表和共享数据推送至海南省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海口市、三亚市数据汇集清洗。海口市、三亚市数据通过共享前置库方式提供海南省

交通厅，海南省交通厅通过接口或前置库方式抓取海口、三亚两地市交通业务部分源数据，

依据交通部数据规范统一汇集和清洗。

（26）数据流定义

以上两部分数据清洗统一归集至交通厅数据上报数据库，统一向交通部进行数据报送。

具体流程图如下：

海南省交通厅 12328 与交通部数据上报系统数据流图

（27）接口开发及系统集成

1、知识库数据

知识上报请求消息业务代码：3001。

频率：定时。

描述：知识库系统应能向上级知识库系统逐级上报知识库数据。



知识上报请求消息的数据体规定见下表。知识上报应答消息，数据体为空。

知识上报请求消息数据体表

序号
父元素名

称
元素名称 约束 数据格式

数据类

型

数据内

容
说明

1 reqInfo 1 请求体

2 reqInfo knowledgeInfo 1 知识基本信息

3
knowledge

Info

knowledgeId 1

an.32
字符型

知识上

报编号

1+行政区划编码（8 位）

+YYYYMMDD+6 位序列

用于知识的附件与图片

绑定

4
knowledge

Info
knowledgeFlag 1 an2 字符型

知识库

种
见 A.9

5
knowledge

Info
serviceItem 1

an.1000 字符型

知识类

别名称

类别名称以从上往下的

组装形式如

“问题解答－〉公路”

6
knowledge

Info
knowledgeSdate ? n8 数字型

发文时

间
YYYYMMDD

7
knowledge

Info
knowledgeEffdate ? n8 数字型

生效时

间
YYYYMMDD

8

knowledge

Info
knowledgesfgk

1 an1
字符型

是否公

开

0主动公开1依申请公开

2 不予公开

9

knowledge

Info
knowledgewjjb

? an.1
字符型

文件级

别

0其他 1法律

2法规3规范性文件4规

章

10
knowledge

Info
knowledgezcwh ? an.200 字符型

政策文

号

11
knowledge

Info
knowledgefwdw ? an.200 字符型

政策发

文单位

多个发文单位以空格隔

开

12
knowledge

Info
summary 1 an.512 字符型

知识标

题

13
knowledge

Info
content 1 Base64 字符型

知识内

容
知识内容图片消息

14
knowledge

Info
key ? an.128 字符型 关键词

15
knowledge

Info
knowledgezpbz ? an.1000 字符型 备注

16
knowledge

Info
creator ? an.32 字符型 上报人

17
knowledge

Info
result an.1000 字符型

上报意

见

18
knowledge

Info
xzqh 1 an6 字符型

知识所

属地区
行政区划

19 knowledge fileList ? 附件列表



Info

20 fileList fileName + an.512 字符型
附件文

件名

21
knowledge

Info
imageList ? 附件列表

22 imageList imageName + an.512 字符型

知识内

容图

片

知识上报附件请求消息

业务代码：3002。频率：定时。

描述：知识库系统应能向上级知识库系统逐级上报知识库数据的附件信息。

知识上报附件请求消息的数据体规定见下表。知识上报附件应答消息，数据体为空。

知识上报附件请求消息数据体表

序号 父元素名称 元素名称
约

束
数据格式

数据类

型
数据内容 说明

1 reqInfo 1 请求体

2 reqInfo knowledgeInfo 1 知识基本信息

3 knowledgeInfo knowledgeId 1 an.32 字符型 知识编号
与下发的知识编号

一致

4 knowledgeInfo fileName 1 an.512 字符型 附件文件名

5 knowledgeInfo fileData 1 Base64 字符型 文件数据 以 Base64 方式传输

知识上报知识内容中图片请求消息业务代码：3003。

频率：定时。

描述：知识库系统应能向上级知识库系统逐级上报知识库数据内容中的图片信息。

知识上报知识内容中图片请求消息的数据体规定见下表。知识上报知识内容中图片应

答消息，数据体为空。

知识上报知识内容中图片请求消息数据体表

序

号
父元素名称 元素名称 约束

数据格

式

数据类

型
数据内容 说明

1 reqInfo 1 请求体

2 reqInfo
knowledgeInf

o
1

知识基本信息

3 knowledgeInfo knowledgeId 1 an.32 字符型 知识上报编号

1+行政区划编码（8

位）

+YYYYMMDD+6

位序列

与上报知识绑定



4 knowledgeInfo imageName 1 an.512 字符型 附件文件名

5 knowledgeInfo imagePath 1 an.512 字符型 图片路径
用于替换知识内容

中图片展示路径

6 knowledgeInfo imageData 1 Base64 字符型 文件数据 以 Base64 方式传输

知识下发请求消息

业务代码：3004。频率：定时。

描述：知识库系统应能向下级知识库系统自动下发知识库数据。

知识下发请求消息的数据体规定见下表。知识下报应答消息，数据体为空。

知识下报请求消息数据体表

序

号 父元素名称 元素名称

约

束 数据格式

数据类

型 数据内容 说明

1 reqInfo 1 请求体

2 reqInfo knowledgeInfo 1 知识基本信息

3 knowledgeInfo knowledgeState 1 an1 字符型 操作类型 见 A.10

4 knowledgeInfo knowledgeId 1 an.32 字符型 知识编号

1+行政区划编码（8

位）

+YYYYMMDD+6

位序列

5 knowledgeInfo knowledgeFlag 1 an1 字符型 知识库种 见 A.9

6 knowledgeInfo knowledgeType 1 an.32 字符型 知识类别

库种+知识类别编

码，格式如：

b100000000b08

7 knowledgeInfo serviceItem 1 an.1000 字符型
知识类别名

称

8 knowledgeInfo knowledgeUdate 1 n8 数字型 更新时间 YYYYMMDD

9 knowledgeInfo knowledgeSdate ? n8 数字型 发文时间 YYYYMMDD

10 knowledgeInfo
knowledgeEffdat

e
? n8 数字型 生效时间 YYYYMMDD

11 knowledgeInfo
knowledgeExpda

te
? n8 数字型 失效时间 YYYYMMDD



12 knowledgeInfo
knowledgeExpin

fo
? an.1000

字符型 失效原因

13 knowledgeInfo knowledgesfyx 1 an1 字符型 是否有效
0有效 1 无效

2 部分有效

14 knowledgeInfo knowledgesfgk 1 an1 字符型 是否公开

0 主动公开

1依申请公开

2 不予公开

15 knowledgeInfo knowledgewjjb ? an.10 字符型 文件级别

16 knowledgeInfo knowledgezcwh ? an.200 字符型 政策文号

17 knowledgeInfo knowledgefwdw ? an.200 字符型
政策发文单

位

多个发文单位以空

格隔开

18 knowledgeInfo summary 1 an.512 字符型 知识标题

19 knowledgeInfo content 1 Base64 字符型 知识内容 以 Base64 方式传输

20 knowledgeInfo key ? an.128 字符型 关键词

21 knowledgeInfo knowledgezpbz ? an.1000 字符型 备注

22 knowledgeInfo creator ? an.32 字符型 创建人

23 knowledgeInfo operator 1 an.32 字符型 审核人

24 knowledgeInfo result 1 an.1000 字符型 审核意见

25 knowledgeInfo xzqh 1 an6 字符型 知识所属地

区

26 knowledgeInfo knowledgeglzs ? an.1000 字符型 关联知识编

号

多个编号之间以“;”

27 knowledgeInfo fileList ? 附件列表

28 fileList fileName + an.512 字符型 附件文件名

29 knowledgeInfo imageList ? 附件列表

30 imageList imageName + an.512 字符型 知识内容图

片

知识下发附件请求消息

业务代码：3005。频率：定时。

描述：知识库系统应能向下级知识库系统下发知识库数据的知识附件信息。

知识下发附件请求消息的数据体规定见下表。知识下发附件应答消息，数据体为空。

知识下发附件请求消息数据体表

序

号
父元素名称 元素名称

约

束
数据格式

数据类

型
数据内容 说明

1 reqInfo 1 请求体

2 reqInfo knowledgeInfo 1 知识基本信息

3 knowledgeInfo knowledgeId 1 an.32 字符型 知识编号
与下发的知识编号

一致

4 knowledgeInfo fileName 1 an.512 字符型 附件文件名

5 knowledgeInfo fileData 1 Base64 字符型 文件数据 以 Base64 方式传输

知识下发知识内容中图片请求消息业务代码：3006。



频率：定时。

描述：知识库系统应能向下级知识库系统逐级下发知识库数据内容中的图片信息。

知识下发知识内容中图片请求消息的数据体规定见下表。

知识下发知识内容中图片应答消息，数据体为空。

知识下发知识内容消息数据体

序

号
父元素名称 元素名称

约

束
数据格式

数据类

型
数据内容 说明

1 reqInfo 1 请求体

2 reqInfo
knowledgeInf

o
1

知识基本信息

3 knowledgeInfo knowledgeId 1 an.32 字符型 知识编号
与下发的知识编号

一致

4 knowledgeInfo imageName 1 an.512 字符型 附件文件名

5 knowledgeInfo imagePath 1 an.512 字符型 图片路径
用于替换知识内容

中图片展示路径

6 knowledgeInfo imageData 1 Base64 字符型 文件数据 以 Base64 方式传输

知识类别下发请求消息业务代码：3007。

频率：定时。

描述：知识库系统应能向下级知识库系统下发知识库数据知识所属类别信息。 知识

下发请求消息的数据体规定见下表。知识类别下发应答消息，数据体为空。

知识下发知识所示类别请求消息数据体

序

号 父元素名称 元素名称

约

束 数据格式

数据类

型 数据内容 说明

1 reqInfo 1 请求体

2 reqInfo typeInfo + 知识基本信息

3 respInfo typeState 1 an1 字符型 操作类型 见 A.10

4 typeInfo typecode 1 an.32 字符型 类别编码

5 typeInfo typejc 1 an.512 字符型 类别简称

6 typeInfo typename 1 an.512 字符型 类别全称

类别名称以从上往

下的组装形式如

“问题解答－〉公路

－>

客运服务－>”

7 typeInfo typepxh ? n.8 数字型 排序号

8 typeInfo typexzqh 1 an.32
字符型

类别所示行

政区划

知识下发知识重新获取请求消息业务代码：3008。

频率：定时。



描述：知识库系统应能向上级知识库系统请求重新获取知识库数据信息。

知识重新获取请求消息的数据体规定见下表。知识重新获取应答消息，数据体为空。

知识下发知识所示类别请求消息数据体

序

号
父元素名称 元素名称 约束

数据格

式

数据类

型
数据内容 说明

2 reqInfo
knowledgeInf

o
1 知识基本信息

3 knowledgeInfo knowledgeId 1 an.32
字符型 知识编码

需要重新下发知识

编码

4 knowledgeInfo xzqh 1 an6 字符型 行政区划
重新获取请求所属

地区

知识采纳反馈消息

业务代码：3009。频率：定时。

描述：对于上报的知识，经人工审核之后，使用当前消息反馈审核结果。

知识采纳反馈请求消息的数据体规定见下表。知识采纳反馈应答消息，数据体为空。

知识采纳反馈请求消息数据体表

序

号
父元素名称 元素名称 约束

数据格

式

数据类

型
数据内容 说明

1 reqInfo 1 请求体

2 reqInfo
knowledgeInf

o
1 知识基本信息

3 knowledgeInfo
newKnowled

geId
1 an.32

字符型 新知识编码

审核后产生的新知

识编号

4 knowledgeInfo
oldKnowledg

eId
1 an6 字符型 旧知识编码

知识上报时的知识

编码

5 knowledgeInfo acceptFlag 1 an1 字符型 是否采纳
1：采纳；

0：不采纳

6 knowledgeInfo acceptNote ? an.512 字符型 反馈意见

2、业务办理数据

案件受理转发消息业务代码：4001。

频率：实时。

描述：部级 12328 电话系统应实时向省级 12328 电话系统转发部级各个渠道(部级门

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移动客户端)受理的案件信息。

案件受理转发请求消息的数据体规定见下表。案件受理转发应答消息，数据体为空。

案件受理转发请求消息数据体



序

号

父元素名

称

元素名称 约

束

数据格

式

数据类

型

数据内容 说明

1 reqInfo 1 请求体

2 reqInfo recordInfo 1 工单基本信息

3 recordInfo recordSendId 1 an.20 字符型 转发工单编号 见 JT/T 1019.3-2016

A.6

4 recordInfo serviceType 1 an2

字符型 业务类型

见 JT/T 1019.3-2016

A.2

5 recordInfo channelType 1 an2 字符型 受理渠道 见 JT/T 1019.3-2016

A.3

6 recordInfo sourceArea 1 an6 字符型 受理的行政区

划代码

7 recordInfo createTime 1 n14 数字型 受理时间 YYYYMMDDhhmmss

8 recordInfo custInfo 1 联系人信息

9 custInfo nameOut ? an.32 字符型 联系人姓名

10 custInfo phoneOut 1 an.32 字符型 联系电话

11 custInfo sex ? n1 数字型 性别 见 GB/T 2261.1-2003

表 1

12 recordInfo operator ? an.32 字符型 受理操作员

13 recordInfo defendant ? an.512 字符型 被投诉人或单

位

投诉举报业务必填

14 recordInfo detail 1 an.4000 字符型 受理业务内容

15 recordInfo fileList ? 附件列表

工单进度查询消息

业务代码：4002。频率：实时。

描述：部级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移动客户端（APP）查询工单处理进度时，应向

工单归属省级 12328 电话系统发送工单进度查询请求消息，消息应被逐级转发至工单承办

地的 12328 电话系统，承办地的 12328 电话系统应返回工单进度查询应答消息。

未分派登记的工单状态为受理中，受理中状态的工单信息（业务领域、业务事项、受

理时间、处理时间、处理人员、处理部门、处理意见）可为空。

工单进度请求消息的数据体规定。

工单进度请求消息数据体

序

号
父元素名称 元素名称

约

束

数据格

式

数据类

型
数据内容 说明

1 reqInfo 1 请求体

2 reqInfo recordInfo 1 工单基本信息

3 recordInfo recordSendId ? an.20 字符型
转发工单编

号
可单独作为查询条件

4 recordInfo phoneOut ? an.32 字符型 联系电话 与查询码组合使用

5 recordInfo qryCode ? n8 数字型 查询码 与联系电话组合使用

6 recordInfo startDate 1 n14 数字型
查询开始时

间
YYYYMMDDhhmmss



7 recordInfo endDate 1 n14
数字型

查询截止时

间
YYYYMMDDhhmmss

工单进度应答消息数据体

序

号

父元素名

称 元素名称

约

束 数据格式

数据类

型 数据内容 说明

1 respInfo 1 请求体

2 respInfo recordInfo + 工单基本信息

3 recordInfo recordSendId 1 an.20 字符型 转发工单编号
见 JT/T 1019.3-2016

A.6

4 recordInfo systemArea 1 an6
字符型

承办地行政区

划代码

5 recordInfo serviceType 1 an2 字符型 业务类型
见 JT/T 1019.3-2016

A.2

6 recordInfo serviceField 1 an2 字符型 业务领域
见 JT/T 1019.3-2016

A.8

7 recordInfo serviceItem 1 an4 字符型 业务事项
见 JT/T 1019.3-2016

A.8

8 recordInfo channelType 1 an2
字符型 受理渠道

见 JT/T

1019.3-2016 A.3

9 recordInfo sourceArea 1 an6 字符型
受理的行政区

划代码

10 recordInfo createTime 1 n14 数字型 受理时间 YYYYMMDDhhmmss

11 recordInfo custInfo 1 联系人信息

12 custInfo nameOut ? an.32 字符型 联系人姓名

13 custInfo phoneOut 1 an.32 字符型 联系电话

14 custInfo sex ? n1 数字型 性别
见 GB/T 2261.1-2003

表 1

15 recordInfo defendant ? an.512 字符型
被投诉人或单

位
投诉举报业务必填

16 recordInfo detail 1 an.4000 字符型 受理业务内容

17 recordInfo dealTime 1 n14 数字型 处理时间 YYYYMMDDhhmmss

18 recordInfo operator 1 an.32 字符型 处理人员
承办地返回最近处理

人员

19 recordInfo phone ? an.32 字符型 处理人员电话

20 recordInfo department 1 an.32 字符型 处理部门

21 recordInfo replayContent 1 an.4000 字符型 处理意见
承办地返回最近处理

意见

22 recordInfo state 1 an2 字符型 工单状态 见附录 A.5

23 recordInfo fileList ? 附件列表

24 fileList fileName + an.512 字符型 附件文件名

工单处理结果评价消息

业务代码：4003。频率：实时。



描述：部级 12328 电话系统应实时向省级 12328 电话系统转发部级各个渠道(部级门

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移动客户端)受理的工单处理结果“好差评”信息，每次共享一条

或多条评价信息。

工单处理结果评价请求消息的数据体规定见下表。工单处理结果评价应答消息，数据

体为空。

工单处理结果评价请求消息数据体

序

号

父元素名

称
元素名称

约

束
数据格式

数据类

型
数据内容 说明

1 reqInfo 1 请求体

2 reqInfo recordInfo +
工单基本信息，每次

最多 100 条

3 recordInfo recordId 1 an.24 字符型 全局工单编号 见 A.6

4 recordInfo satInfo +
评价信息列表，同一个

工单编号最多 99 条

5 satInfo satId 1 an.8 字符型 评价流水号

6 satInfo satisfaction 1 n1 数字型 评价代码 见 A.11

7 satInfo assessTime 1 n14 数字型 评价时间 YYYYMMDDhhmmss

8 satInfo evaluation ? an.4000 字符型 评价内容

9 satInfo evalDetail ? an.64 字符型
结构化测评代

码

预留字段信息 勾选的

结构化测评代码，勾选

多个用英文

逗号隔开。例：

501,503,504

10 satInfo reserved ? an.1024 字符型

结构化测评内

容

预留字段信息 勾选的

结构化测评代码，勾选

多个用英文逗号隔开。

例：一次

性告知，有申报材料样

本，在承诺时间内办结

差评整改结果查询消息业务代码：4004。

频率：实时。

描述：部级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移动客户端（APP）查询差评整改结果时，应向

工单归属省级 12328 电话系统发送差评整改结果查询请求消息，消息应被逐级转发至工单

承办地的 12328 电话系统，承办地的 12328 电话系统应返回差评整改结果查询应答消息。

差评整改结果查询请求消息的数据体规定见下表。

差评整改结果请求消息数据体

序

号 父元素名称 元素名称

约

束

数据格

式

数据类

型 数据内容 说明



1 reqInfo 1 请求体

2 reqInfo recordInfo 1 工单基本信息

3 recordInfo recordSendId ? an.20 字符型
转发工单编

号
可单独作为查询条件

4 recordInfo phoneOut ? an.32 字符型 联系电话 与查询码组合使用

5 recordInfo qryCode ? n8 数字型 查询码 与联系电话组合使用

6 recordInfo startDate 1 n14 数字型
查询开始时

间
YYYYMMDDhhmmss

7 recordInfo endDate 1 n14 数字型
查询截止时

间
YYYYMMDDhhmmss

差评整改结果查询应答消息的数据体规定见下表。

差评整改结果查询应答消息数据体表

序

号 父元素名称 元素名称

约

束

数据格

式

数据类

型 数据内容 说明

1 reqInfo 1 请求体

2 reqInfo recordInfo +
工单基本信息，每次最

多 100 条

3 recordInfo recordId 1 an.24 字符型
全局工单

编号
见 A.6

4 recordInfo checkInfo +

差评整改结果信息列

表，同一个工单编号最

多 99 条

5 checkInfo satId 1 an.8 字符型
评价流水

号

差评整改关联的评价

信息流水号

6 checkInfo checkId 1 an.8 字符型
整改流水

号

7 checkInfo checkTime 1 n14 数字型 整改时间 YYYYMMDDhhmmss

8 checkInfo checkOperator 1 an.32 字符型 整改人员

9 checkInfo checkPhone ? an.32 字符型
整改人员

电话

10 checkInfo checkDepartment 1 an.32 字符型 整改部门

11 checkInfo checkContent 1 an.4000 字符型 整改意见

办理进度查询消息业务代码：4005。

频率：实时。

描述：部级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移动客户端（APP）查询工单处理进度时，应向

工单归属省级 12328 电话系统发送工单进度查询请求消息，消息应被逐级转发至工单承办

地的 12328 电话系统，承办地的 12328 电话系统应返回工单进度查询应答消息。

未分派登记的工单状态为受理中，受理中状态的工单信息（业务领域、业务事项、受

理时间、处理时间、处理人员、处理部门、处理意见、评价信息列表）可为空。



办理进度查询请求消息的数据体规定见下表。

办理进度查询请求消息数据体表

序

号
父元素名称 元素名称

约

束

数据格

式

数据类

型
数据内容 说明

1 reqInfo 1 请求体

2 reqInfo recordInfo 1 工单基本信息

3 recordInfo recordSendId ? an.20 字符型
转发工单编

号
可单独作为查询条件

4 recordInfo phoneOut ? an.32 字符型 联系电话 与查询码组合使用

5 recordInfo qryCode ? n8 数字型 查询码 与联系电话组合使用

6 recordInfo startDate 1 n14
数字型

查询开始时

间
YYYYMMDDhhmmss

7 recordInfo endDate 1 n14 数字型
查询截止时

间
YYYYMMDDhhmmss

办理进度查询应答消息的数据体规定见下表。

办理进度查询应答消息数据体

序

号

父元素名

称
元素名称

约

束

数据格

式

数据类

型
数据内容 说明

1 respInfo 1 请求体

2 respInfo recordInfo + 工单基本信息

3 recordInfo recordSendId 1 an.20
字符型 转发工单编号

见 JT/T 1019.3-2016

A.6

4 recordInfo systemArea 1 an6 字符型
承办地行政区

划代码

5 recordInfo serviceType 1 an2 字符型 业务类型
见 JT/T 1019.3-2016

A.2

6 recordInfo serviceField 1 an2 字符型 业务领域
见 JT/T 1019.3-2016

A.8

7 recordInfo serviceItem 1 an4
字符型 业务事项

见 JT/T 1019.3-2016

A.8

8 recordInfo channelType 1 an2 字符型 受理渠道
见 JT/T

1019.3-2016 A.3

9 recordInfo sourceArea 1 an6 字符型
受理的行政区

划代码

10 recordInfo createTime 1 n14 数字型 受理时间 YYYYMMDDhhmmss

11 recordInfo custInfo 1 联系人信息

12 custInfo nameOut ? an.32 字符型 联系人姓名

13 custInfo phoneOut 1 an.32 字符型 联系电话

14 custInfo sex ? n1

数字型 性别

见 GB/T 2261.1-2003

表 1

15 recordInfo defendant ? an.512 字符型 被投诉人或单

位

投诉举报业务必填

16 recordInfo detail 1 an.4000 字符型 受理业务内容



17 recordInfo dealTime 1 n14 数字型 处理时间 YYYYMMDDhhmmss

18 recordInfo operator 1 an.32

字符型 处理人员

承办地返回最近处理

人员

19 recordInfo phone ? an.32 字符型 处理人员电话

20 recordInfo department 1 an.32 字符型 处理部门

21 recordInfo replayContent 1 an.4000 字符型 处理意见 承办地返回最近处理

意见

22 recordInfo state 1 an2 字符型 工单状态 见附录 A.5

23 recordInfo fileList ? 附件列表

24 fileList fileName + an.512 字符型 附件文件名

25 recordInfo satInfo ? 评价信息列表，同一个

工单编号最多 99 条

26 satInfo satId 1 an.8 字符型 评价流水号

27 satInfo satisfaction 1 n1 数字型 评价代码 见 A.11

28 satInfo assessTime 1 n14 数字型 评价时间 YYYYMMDDhhmmss

29 satInfo evaluation ? an.4000 字符型 评价内容

30 satInfo evalDetail ? an.64 字符型 结构化测评代码

预留字段信息

勾选的结构化测评代码，

勾选多个用英文逗号隔

开。例： 501,503,504

31 satInfo reserved ? an.1024 字符型

结构化测评内容

预留字段信息

勾选的结构化测评代码，

勾选多个用英文逗号隔

开。例：一次性告知，有

申报材料样本，在承诺时

间内办结

32 recordInfo checkInfo ?

差评整改结果信息列

表，同一个工单编号最多

99 条

33 checkInfo satId 1 an.8 字符型 评价流水号 差评整改关联的评价

信息流水号

34 checkInfo checkId 1 an.8 字符型 整改流水号

35 checkInfo checkTime 1 n14 数字型 整改时间 YYYYMMDDhhmmss

36 checkInfo checkOperator 1 an.32 字符型 整改人员

37 checkInfo checkPhone ? an.32 字符型 整改人员电话

38 checkInfo checkDepartment 1 an.32 字符型 整改部门

39 checkInfo checkContent 1 an.4000 字符型 整改意见



1.1.8 海南自由贸易港智慧海峡管理服务系统

（28）总体框架

系统总体架构示意图

上图为本系统的总体框架图，项目从架构设计上包括用户层、应用层、服务支撑层、

基础数据层、云平台、标准规范体系、安全保障体系七大部分。

用户层：本系统的用户有交通厅相关人员、各港口相关人员、系统运维人员等。

应用层：本期项目建设五个应用系统，包括大屏展示子系、港口信息推送服务、指挥

调度管理、港口安全监管服务、数据支撑平台、企业购票业务系统、企业安检系统。

服务支撑层：包括数据采集、数据治理、数据安全、数据模型等数据管理，为系统提

供数据支撑。

基础数据层：建设相应的基础数据库和主题数据库，为数据分析提供数据支撑。

云平台：充分利用海南省政务云平台已有的基础设施，由政务云平台为本系统提供系

统运行所需要的云资源，包括计算服务、存储服务、中间件服务等云资源。

标准规范体系：包括综合现有信息技术的标准规范，它是确保应用系统设计、建设和

运行，符合相关标准的保障体系，在系统架构的各层都有相应的标准规范。

安全保障体系：确保系统安全运行的保障体系，信息安全贯穿于系统的各个层面。其

主要目的是通过信息安全保护和防御以确保应用系统的访问控制、病毒防护、入侵监测、

漏洞扫描。



（29）业务逻辑描述

本系统建设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智慧海峡管理服务系统不属于省交通运输厅的业务系

统，其建设的目标是充分利用现有设施设备、现有系统资源、结合琼州海峡船舶运力、港

口设施配套、装卸经验和进出岛预约和售票数据，以及船舶运营操作要素，科学构建分析

模型，实现为监管部门和领导提供辅助决策支持，为特殊运力干预调度提供依据，为公众

出行提供相关信息服务。并做到相关数据信息和应用场景可展示，加强对港口运营全流程

的监管，为应急处理和应急优化提供支撑。本系统内容的系统业务关系如下图所示：

系统总体业务关系图

出岛预约工作流程图

（30）数据流定义

本系统通过对琼州海峡船舶运力、港口配套设置、进出岛预约和售票等数据分析，通

过科学构建分析模型实现为监管部门和领导提供辅助决策支持，为特殊运力干预调度提供

依据，为公众出行提供相关信息服务。



系统总体数据流图

出岛预约数据流图

（31）功能

系统功能架构图



（32）各功能模块定义

大屏展示子系统

自海南省建立自由贸易港以来，越来越多的旅客进入海南游玩、消费因此港口交通情

况以不满足当下海南发展趋势。现阶段海南省港口面临着运力资源无法充分利用、港口设

施运行情况无法跟踪、主干道拥堵应急方案无法得到开展等情况。特此须建立大屏展示子

系统，调集待渡区数据、港口运行实时情况、设备运行状况、船舶实时位置及相关部门的

气象信息等诸多数据在严密的大数据算法分析后以大屏展示的方式，提供相关管理人员开

展工作。

1.1.8.1.1.1业务逻辑描述

通过数据支撑平台接入琼州海峡海域运营状况、船舶运行轨迹、船舶信息、运营航次、

航线信息等信息数据，进行数据分析处理，在大屏展示子系统中展示，实现船舶运营期间

全流程管控，并接入港区摄像头在 3d 专题上可实时查看港口运营状态。

大屏展示子系统业务逻辑图

1.1.8.1.1.2数据流定义

系统对船舶信息全流程管控，录入船舶基础信息实时查看船舶航次/航向信息、运营

信息，对船舶出港至回港所产生的数据留存，协助管理啊人员调度查看。



船舶运营数据流图

数据支撑平台建设相关主题库并依托大数据算法分析企业运力数据、待渡场冗余数据、

节假日运力分析、主干道压力分析等风险预判数据，在大屏展示数据信息。

专题图像展示数据流图

1.1.8.1.1.3功能设计

1.1.8.1.1.3.1 港区 3D 图专题

在大屏展示子系统中建设港区 3D 图专题，通过 3D 建模技术把港区（秀英港区、新海

港区、南港港区）内重要的建筑、通道、卡口、待渡区以及码头设备等设施以三维立体图

像的形式在系统中进行展示。



三维建模

运用三维实景建模技术，建设各港区三维模型图。

模型建筑

使用专业级数据采集设备收集港口信息、建设图纸、现状建筑等信息，进行专业模型

构建，预留展示接口。

码头设备及泊位信息

采集码头设备信息与泊位停泊数据构建设备及泊位的位置及信息，便于统一查看设备

运营状态及泊位停泊信息。

水文气象

在图形中支持展示台风、气压、气温、海浪、海风、风场、潮汐等多个气象信息，可

根据区域查看或全图查看。

1.1.8.1.1.3.2 图层展示

在港区 3D 图中展示港口、区域、琼州海峡航道、轨迹热力图及其他图形信息。

1.1.8.1.1.3.3 3D 图形工具

3D 图形工具支持测量专题图上位置距离信息、海域标签来标记某个海域位置，支持

输入经纬度快速定位坐标信息。

测距尺

在港区 3D 图专题提供长度和面积的测量工具，在专题图中画一条线可计算出该条线

的长度。在专题图中画一个封闭的区域，可估算出该区域的面积。

坐标定位及海域标签

输入经纬度分秒，快速定位位置信息。系统支持在海域海区设置多个标签并填写备注

信息。

船舶符号

3D 专题图中查看船舶信息，不同的船舶颜色形状代表不同的船舶状态，例如：静止、

航行、航行且转向、延迟等多个状态展示。

1.1.8.1.1.4接入港区监控摄像头

在港区 3D 图专题中，根据各港区建设的监控摄像头的实际安装位置，在 3D 图中展示

出来，并支持在线播放监控视频，可实时查看港区、泊位的运行状态。



1.1.8.1.1.4.1 港区摄像头

系统可接入港区所有摄像头，在港区 3D 图专题中调取接入，支持实时查看区域情况。

船舶摄像头

船舶上摄像头接口调用，以网络共享数据方式调取船舶摄像头，支持查看船舶工作情

况。

1.1.8.1.1.5琼州海峡经营企业运力分析

在大屏展示子系统中建设琼州海峡经营企业运力分析专题，通过获取琼州海峡经营企

业的滚装船舶的注册登记信息，分析各经营企业的滚装船舶的运力情况。

企业信息展示

录入海峡经营企业信息，企业运力数据展示、企业航向数据展示、企业人员数据展示。

船舶信息管理

系统录入港口所有企业船舶信息，船舶关联企业展示、船舶下水年限、最大运力展示、

航线信息统计、负责人。

1.1.8.1.1.5.1 运力分析

分析在港与离港的船舶信息数据，可查看目前港口滚装船最大运力信息，预估 3—5

日离港船舶数据。

1.1.8.1.1.5.2 在港船舶数据分析

在大屏展示子系统中展示在港船舶的状态数据，例如：维修船舶、保养船舶等多种船

舶状态展示。

1.1.8.1.1.6琼州海峡海区滚装船舶的实时运营状态

在大屏展示子系统中建设琼州海峡海区 GIS 地图，通过获取琼州海峡运营的滚装船舶

AIS 信息，在海区地图中展示滚装船舶的实时位置，以及当前船舶的航次信息。

1.1.8.1.1.6.1 琼州海峡海区 GIS 地图

构建琼州海峡海区 GIS 地图，通过接入滚装船舶 AIS 数据，在海图上展示出船舶的实

时位置，运行航线、船舶运输重量、预计抵港时间、可详细查看船舶信息。

船舶筛选

通过船舶类型、船舶长度、船舶速度、船旗等条件筛选展示船舶信息。

1.1.8.1.1.6.2 接入滚装船舶的摄像头

接入滚装船舶上的摄像头，点击船舶图标进入详细页可调取该船舶的摄像头，支持在



线播放监控视频。

1.1.8.1.1.6.3 滚装船舶信息查询

通过输入时间、船号、航班号等信息可查询到该滚装船舶的实时位置及其航行轨迹，

该船舶装载的车辆数和人员数。

高级查询

输入企业信息、时间、人员、航线等信息，可根据相关信息查询相关范围内的滚装船

舶新及在港状态。

1.1.8.1.1.7港区外部主干道通行压力分析

建设港区外部主干道通行压力分析专题，通过对接第三方港口附近路况实时数据，分

析港区外部上、下行主干道通行压力，将结果在该专题进行展示。

干道压力分析

展示港区外主干道 3D 图像，道路运行情况、进岛车辆数据、进港运营车辆数据，可

根据数据分析辅助管理人员及时引导交通状况，预防拥堵、撞车等应急事件出现。

港口信息推送服务

随着海南省发展趋势进岛旅游逐日增多，因旅客增多交通管理部门面临着与旅客无法

进行准确的信息传达与旅客进岛无服务指引的问题点。

港口信息推送服务在旅客信息服务和政府信息发布业务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开放的、

标准的信息化服务方式，利用政策信息、气象信息、主干道拥堵情况及海峡实时信息等为

旅客提供便民服务，为旅客提供统一、便捷、规范的港口信息服务，同时为交通管理部门

进行政务决策提供了基本的依据及辅助。

1.1.8.1.1.8业务逻辑描述

港口信息推送服务接入气象信息、通行信息、海峡信息等多个第三方服务，向旅客推

送信息引导旅客入岛，并对港口可能发生的紧急事件作出应急方案，在必要时启动。

旅客出入岛业务逻辑图



1.1.8.1.1.9数据流定义

港口信息推送服务展示第三方系统接入数据及管理平台发布海峡信息系统，系统业务

流程产生应急管理数据、历史数据、资料库、用户数据、操作日志等，确保旅客出入岛全

流程信息推送，引导旅客服务。

港口信息推送服务展示数据流图

1.1.8.1.1.10 功能设计

港口信息推送服务主要提供琼州海峡信息服务，可在 PC 端、手机 APP 端等终端运行，

包括：气象信息、通行信息、进出岛须知。

1.1.8.1.1.10.1 琼州海峡信息服务

根据港口航班计划、进出岛车流量作预测研判结果，通过港口信息推送服务，向已购

票旅客发布琼州海峡通行信息。

气象信息

对接气象台数据，获取琼州海峡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信息，向已预约购票的用户推送

天气预报信息，方便用户合理安排行程。

通行信息

根据车辆运输数据、港口航班计划、通过数据支撑平台分析，预测海峡通行信息，拥

堵预测、人流量预测等相关信息。

进岛须知

向已购票旅客推送禁止携带的违禁品信息及疫情防控期间海南省相关防疫规定等信

息。

指挥调度管理

建设指挥调度子系统，为在港口出现拥堵或者应急情况下，相关部门对港口及港区进

行统一的指挥调度，系统主要的功能模块应有：应急指挥、视频会商、工作调度、事件推

送功能模块。



1.1.8.1.1.11 业务逻辑描述

指挥调度系统业务逻辑图

对接数据支撑平台中当前港口运量和港口最大运力数据，可对生成的船舶排班调整计

划进行工作调度，并对港口发生的应急事件进行应急指挥处理，通过视频会商的方式对港

口工作进行指挥调度，协调资源处理问题，并将港口运营相关统计数据推送至政府管理部

门进行辅助决策。

1.1.8.1.1.12 数据流定义

指挥调度系统数据流图

对接数据支撑平台获取港口主干道通行压力数据、港口运力运量数据，获取本系统采

集到的港口应急预警时间、应急计划以及港口调度工作安排等信息，通过指挥中心进行音

视频会议调度，并调配各种应急力量和资源数据对港口工作进行调度指挥，以优化港口运

力以及船舶周转率，并将该指挥工作作为完善预案、事件推送的依据。



1.1.8.1.1.13 功能设计

指挥调度子系统功能图

系统主要的功能模块应有：工作调度、事件推送功能模块。

1.1.8.1.1.13.1 工作调度

在港口出现应急或者拥堵情况时，通过对接数据支撑平台中根据的当前运量和港口最

大运力分析，根据对接的船舶排计划进行工作调度。

计划调度管理

调度计划展示

展示对接的港口调度计划，港口调度计划内容包括参与调度部门、参与调度人员以及

调度船舶、车辆数量。

应急指挥调度

通过对接数据支撑平台中根据的当前运量和港口最大运力分析结合对接的港口调度

计划，对出现的港口应急情况进行工作调度，通过指挥中心进行音视频会议调度，并调配

各种应急力量和资源数据对港口工作进行调度指挥，以优化港口运力以及船舶周转率。

值班调度管理

对接值班调度相关数据。主要包含港区值班调度日志、生产调度交接工作记录、泊位

状态管理、泊位使用计划等功能。

值班调度日志

根据调度计划开展调度工作并进行全过程记录，包括执行情况、处理结果等相关信息，

形成值班调度日志，保留值班调度相关数据，为数据统计做数据支撑。

调度交接工作记录

对调度工作开展的交接工作进行详细记录，包括当班值班人员信息、当班期间港口运



力运量数据、当班期间受理的调度单、调度工作记录以及交接人信息等相关数据。

泊位状态管理

当班人员对当日港口泊位状态进行登记，包括占泊位数、空泊位数，通过对接港口当

日运力数据预测出的泊位合理通过能力对当日的港口泊位进行登记的同时并对船舶进行

合理调度，提高船舶周转率和泊位使用率。

泊位使用计划

待靠泊的船舶到达港口后或者在到达港口之前，根据泊位空闲状态以及待靠泊船舶的

到达时间、船舶港口作业时间、船舶大小、船舶吃水和货物装卸情况等因素，编制泊位使

用计划，合理安排到港船舶的靠泊位置及靠泊时间，使得港口作业效率最大化及船舶在港

时间最小化。

通知公告管理

信息汇总

将各级单位的信息进行汇总，包括调度工作计划、气象信息、航行警告等信息进行汇

总，使各单位能够及时了解港口港区和船舶的实时动态。

分级发布

将汇总的信息按照各级权限进行分级发布，包括调度计划的上传下达，结果反馈、数

据统计等信息。

1.1.8.1.1.13.2 事件推送

通过事件推送模块，交通厅可有效实施应急预案、资源共享、事件上报、协调处置、

事故灾害评估和应急演练。

应急事件推送

将港口港区的日常的应急事件数据推送至交通厅业务部门，包括应急事件、重大灾害

事故，有利于交通厅相关部门及时协同资源处理港区应急事件的发生，减少生命财产等损

失，助力港口顺利运营发展。

统计数据推送

将港口港区运营数据按照月份、年推送至政门，有利于交通厅相关部门及时掌握港口

发展情况，时提出改进意见以及下一步发展工作计划等。

港口安全监管服务

港口监管子系统通过设置监管规则参数，对港口运营的全流程数据（包括从进港到安

检、上船下船的时间点、上船时有多少辆车等）进行监管，以及加强对港口进出岛危险品



的监管。

1.1.8.1.1.14 业务逻辑描述

港口监管子系统业务逻辑图

1.1.8.1.1.15 数据流定义

港口监管子系统数据流图



1.1.8.1.1.16 功能设计

港口监管子系统功能图

1.1.8.1.1.16.1 监管业务管理

针对港口运营的全流程节点进行监测预警，设定相应的监控节点指标值，系统通过实

时对比数据，一旦超过指标值便发出预警信息。

车辆入港口数量的预警、紧急和超数（根据模型算法考虑加班次的指数，设置预警指

数和紧急指数及超标指数），线上购票数的预警和紧急（根据模型算法考虑加班次的指数，

设置预警指数和紧急指数），今日后续班次实时购票数的百分比的预警和紧急（根据模型

算法考虑加班次的指数，设置预警指数和紧急指数）。

根据“监管参数管理”中的设定参数，对流程节点的设置通行时限、设置指标的不同

程度区间等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和监控，对于超出预期的通行时限或指标，进行不同程

度的管理端预警提示。

港口经营人信息监管

经营人基本信息

港口经营人基础信息主要包括：所在地、所在港区、企业类型，经营许可证书信息、

法人、安全部门负责人、资本信息、经营范围、经营区域、作业危险货物品名、附证信息、

码头信息、泊位信息、堆场信息、仓库信息、储罐信息等。



人员基本信息

人员基本信息主要包括：人员的姓名、证件信息、所属港口经营人、联系方式、所获

得的证书，如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管理人员、申报员、安全负责人、集装箱查验人员资质

证书信息等。

管理制度信息

管理制度信息主要包括：经营人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的信息和存档资料。

安全设施设备信息

安全设施设备信息主要包括：经营人的安全设施设备信息，如设备分类、规格型号、

数量单位、有效期、存放场所、检验报告或证书等。

1.1.8.1.1.16.2 危货作业申报监管

报作业的港口企业选择危险货物品种时，系统将自动关联该企业所获得的附证信息，

看港口企业所申报的货种是否在该企业允许作业范围内；如果不在企业允许作业范围内，

则禁止申报该品种的作业，如果在申报范围内，则系统将允许申报，并将从危险品名录数

据库中关联并填写货种信息，如危险物品名称、物品编号、技术品名、包装、包装类别、

类别和项别、毒性等级、污染类别、理化性质、安全防范措施；系统将根据申报人所选的

货种，自动过滤出经营人的附证上允许该货种作业的场所（码头泊位、储罐、堆场、仓库、

过驳区）。

1.1.8.1.1.16.3 进出岛危险品监测

在安检卡口安装自动监控设备，当安检口检测到有旅客携带危险品，则自动产生预警，

预警信息可推送至相关的执法部门，进行现场执法。

危险品分为九类，每一类之下分等级，对不同等级为危险品进行相应处理。

（1）对于低等级的危险品由系统记录预警信息（管理台加入新记录），现场安检人

员处理即可（低等级危险品和种类的标记）；

（2）中、高等级危险品由系统记录预警信息（中、高等级危险品和种类的标记），

并提示在管理端弹出紧急提示框，并将危险品种类及物品名称等信息推送至相关的执法部

门，进行现场执法。

（3）当检测出现高等级危险品时，“大屏展示子系统”自动切换至高等级危险品出

现的港口地图，在地图中安检位置出现高等级危险品提示，并展示危险品种类及物品名称。



1.1.8.1.1.17 统计分析

1.1.8.1.1.17.1 进出岛危险品预警统计

对港口进出岛危险品的预警进行统计，按时间展示预警的数量及该条预警的详细信息

和执法情况。

1.1.8.1.1.17.2 进出岛危货作业吞吐量统计

按时间维度，如年度、季度或者任一时间段对进出岛的危货作业的数据进行统计；以

趋势图、柱状图、饼图的形式进行展示。

1.1.8.1.1.17.3 通行数据统计分析

统计今日凌晨零点至此时，入港人数及车辆数的攀升折线图（以小时为节点）

统计今日零点凌晨至此时，已购买船票的总数。

统计今日凌晨零点至此时，已成功开出港口的船舶班次数量攀升折线图（以小时为节

点）

统计今日凌晨至此时，逐条统计“监管参数管理”中设置的监控项及指标，逐条展示

相应的具体信息。

港口系统改造

在统一的标准规范下通过对各港口现有的生产系统及服务平台进行升级改造，完善相

关货物流信息，达到物流监管的要求，通过数据接口系统将申报、查验数据接入物流监管

系统，实现出岛车辆物流信息的“一站式”申报、查验。

1.1.8.1.1.18 企业购票系统改造

通过对售票系统、自助售票系统、配载系统、接口系统、预约 web 系统、预约微信系

统预约 APP 系统的升级改造，在公众预约购票环节增加采集运输货物要素功能，设置为必

填项，并将采集的出岛货物信息绑定车辆出岛购票信息实时共享至物流系统。

物流系统路运出岛预约字段表

物流系统路运出岛预约字段

基础信息 货物信息

序号 字段名称 序号 字段名称

1 起始地省份 1 货物类型

2 起始地市县 2 货物名称

3 目的地省份 3 货物重量

4 目的地市县 4 货主姓名

5 离岛港口 5 货主手机号

6 预计离岛日期 6 是否危险品

7 预计离岛时间 7

8 运输方式 8



9 车牌号 9

10 车辆类型

11 驾驶员姓名

12 驾驶员证件类型

13 驾驶员证件号码

14 驾驶员手机号码

15 车脸照片

1.1.8.1.1.19 企业安检系统改造

购置车牌识别摄像头等必要设备，改造现有粤海铁南港安检设备接口，对车辆车牌抓

拍数据及安检数据进行加工、转换、清洗及智能匹配和校验，实时共享至物流系统。

数据支撑平台

1.1.8.1.1.20 统一数据采集实施

1.1.8.1.1.20.1 港口数据接口开发

与港航控股、铁路南港对接，获取港口设施及企业、售票、预约、航班等相关数据。

1.1.8.1.1.20.2 港区外部主干道实时路况接口开发

根据第三方地图开放平台 API 开发接口，获取港区外部主干道实时路况数据。

1.1.8.1.1.20.3 与物流平台接口开发

对接物流平台接入的船讯网数据。

1.1.8.1.1.20.4 交通厅内部数据归集

归集交通厅内部已接入的数据，如进出岛人员、车辆、货物等数据。

1.1.8.1.1.20.5 获取气象数据接口开发

获取气象台数据，为港口信息推送服务提供数据支撑。

1.1.8.1.1.20.6 港区摄像头接入服务

梳理港区摄像头的位置信息，对接港区摄像头。

1.1.8.1.1.21 数据清洗与管理

根据系统所涉及的信息资源分类及特点，将彼此相关的数据信息放置在同一数据库中，

并与其他数据信息进行逻辑隔离。这种数据组织方式有利于减少不同业务系统间的彼此影

响，从而提高数据访问性能以及数据的可维护性。结合业务的数据库规划来明确这一点。

1.1.8.1.1.21.1 数据清洗与融合实施

通过数据开发可以找出这些数据源中数据重复、不正确、不完整、不标准、不一致的

问题，对这些问题数据，制定数据清洗加工规则，进行数据清洗加工，实现数据质量提升。



除此之外，还需要对已接入的数据资源及新增的数据资源，做融合清洗。

数据清洗规则制定

针对具体数据问题进行清洗规则梳理，进而开展数据清洗。概括来说，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进行数据清洗规则的梳理：

完整性问题——有一项或多项信息字段的值为空值，则该条数据存在完整性问题。

一致性问题——多个可相互校验的信息字段的值不一致，如性别字段与身份证号码字

段隐含的性别不一致；或多条数据不一致，如相同身份证和姓名，对应多个性别。

准确性问题——有一项或多项信息字段的值不符合数据规范或行业标准，则该条数据

存在准确性问题。

关联性问题——在两类有关联的信息资源中，当其中一类信息资源的一条数据无法与

另一类信息资源的数据关联上时，则该条数据存在关联性问题。

业务性问题——对表模型所承载的业务知识和实际表数据所反应的业务知识进行比

对。

数据清洗内容探查

围绕从各来源系统采集而来的数据，从通用性和业务关联性两个方面对数据进行探查，

以明确具体数据存在的相关问题，从而得到数据清洗的具体内容项。

通用性数据探查

一般而言，通用性数据内容探查主要包括：

数据编码探查：对数据采用编码问题进行探查，包括全半角使用情况

数据代码探查：针对单一来源或多个来源的数据，对字段代码进行探查，实现代码体

系的标准化和唯一化。

格式内容探查：包括但不限于对时间、日期、金额等显示格式进行数据探查，确保显

示格式是一致的，比如时间类型字段采用 yyyy-MM-dd HH:mm:ss 格式。

空缺值探查：对数据空缺值进行内容探查，获取具体字段数据相关统计指标，为后续

空缺值的处理提供依据

业务关联性探查

业务关联性数据探查，将从政务、交通、市政、医疗、水务、文旅、环保等业务板块

对数据进行探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业务逻辑探查：主要基于对具体业务事实表的业务理解，探索数据内容的重复性，确

保数据的唯一性。



业务关联探查：基于具体业务板块，对数据具体关联业务知识的理解，确保数据关联

逻辑的准确性，比如身份证号码与性别、年龄、出生年月等内容的关联逻辑的准确性。

数据清洗任务

通过数据清洗规则梳理，明确数据清洗范围；通过数据探查，明确在各个维度，当前

数据存在的具体问题。针对具体数据状况包括存在的潜在问题，制定具体的数据清洗方案，

并对制定的方案脚本化解析开发，包括 sql 任务开发、MR 任务开发等，实现对具体数据

问题的解决，以改善数据状况。

数据清洗核验

通过上述环节，完成了数据的清洗；而通过数据清洗核验，旨在对开展的数据清洗工

作的闭环，确保数据清洗完整性。

一般而言，数据清洗的核验就是对数据清洗后的内容项，在实施清洗后的时间分区内

进行全量表数据的数据探查，因而操作内容及具体操作可参考前述内容。

1.1.8.1.1.22 主题信息数据库开发

1.1.8.1.1.22.1 港口最大运力库

建设港口的最大运力主题库，包括最大泊位数、港口最大船舶容纳数、港口最大吞吐

量、吞吐量增长情况等数据，为港口的运力分析、预测拥堵情况分析提供数据支撑。

1.1.8.1.1.22.2 琼州海峡经营企业运力库

建设琼州海峡经营企业运力库，包括各企业船舶登记数量、运营船舶数量、企业船舶

载客数量、企业船舶货物运输数量等数据，为分析企业运力及预测节假日拥堵情况提供数

据支撑。

1.1.8.1.1.22.3 港区待渡场数据库

建设港区待渡场数据库，包括港口外主道路待渡车辆、港区内待渡车辆、琼州海峡各

天气待渡车辆、各节假日待渡车辆、各重大活动待渡车辆以及各情况下的车辆滞港时间、

高发滞港时间段等数据，为分析各港口待渡场冗余度，预测节假日拥堵情况提供数据支撑。

1.1.8.1.1.22.4 进出岛预约数据库

建设进出岛预约数据库，包括预约的航线、始发港、航班号、过海车辆信息（车型、

大小等）、旅客个人信息等数据，为分析预测节假日拥堵情况提供数据支撑。

1.1.8.1.1.22.5 进出岛售票数据库

建设进出岛售票数据库，联合两岸港口远程远期联网售票数据，包括琼州海峡日、月、



年进出岛票数数据统计、旅客性别比例统计、始发港口、航线、航班号、舱位、价格等数

据，为分析预测节假日拥堵情况提供数据支撑。

1.1.8.1.1.22.6 进出岛货物数据库

建设进出岛货物数据库，包括进出岛获取吞吐量统计、外贸货物吞吐量、货物集装箱

吞吐量、货物资产统计、货物种类吞吐量（包括煤炭、油品、金属矿石等）、货物同比增

速等数据，为优化港口服务提供数据支撑。

1.1.8.1.1.22.7 港区设施数据库

建设港区设施数据库，包括码头泊位、防波堤和护岸、港池、航道、锚地、堆场、仓

库等设施数据，为建设港区 3D 图提供数据支撑。

1.1.8.1.1.23 数据共享实施

数据共享服务的核心是构建跨部门、跨业务板块的数据资源共享和数据交换，主要包

括数据资源编目、数据资源目录管理以及数据接口服务。

1.1.8.1.1.23.1 数据接口服务

依照海南省政务资源管理办法，将本系统采集、治理的数据通过海南省政务资源共享

交换平台进行数据共享，提供给其他外部单位使用。

1. 数据接口规范

构建数据接口规范，规定数据访问、接口的定义、数据格式等内容。

2. 提供接口注册与发布

数据资源提供方通过接口对外提供数据服务，具体工作流程如下图：

图 5-3029 数据接口服务工作流程图

 服务准备

准备阶段需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1) 明确服务接口的可共享信息项、共享数据及更新机制；

2) 服务接口必须与信息资源目录匹配一致。

3) 完成服务接口的技术实现（基于接口规范完成接口开发及接口文档编制）；

4) 建立服务接口部署

5) 服务接口性能保障，实现性能的可扩展。

 服务注册



通过海南省政务资源共享交换平台的服务接口注册功能，按照服务注册信息要求，完

成服务接口注册。

 服务发布

海南省政务资源共享交换平台对服务接口注册信息进行审核，完成服务接口的信息资

源分类发布。

 服务更新

根据业务变更或技术变更，对已经发布的服务接口进行同步更新时，应按照“不影响

使用”为原则进行操作。

3. 数据接口管理

数据接口管理，主要涉及服务接口上线、下线、更新的管理。服务接口发布及其更新

管理需明确以下几块工作：

1) 构建服务接口变更等管理流程

2) 细化服务接口管理组织架构

3) 明确服务接口管理应遵循原则要求：

1.1.8.1.1.24 数据安全实施

数据安全是数据资源平台建设的首要任务，数据资源平台需要支持系统而全面的数据

安全管理。

围绕用户在数据治理和运营过程中的活动、数据的访问和处理相关环节提供自动化保

护，包括：

 连接到治理中心的用户的身份集中认证

由用户中心统一实现一站式数据治理平台用户的创建，用户空间的申请、配置等。用

户登录一站是数据治理平台时会记录登录系统的用户和操作信息，包括登录的时间、位置

等相关信息，用于日后审计查询。

 数据治理中心的活动日志

用户在一站式数据治理平台数据治理和运营平台中的每次的操作信息，都会记录到日

志，包括运行调度工作流、创建表、浏览表数据、数据编目等相关操作，这些日志信息可

以作为日后审计和分析的依据。基于这些全面的活动日志信息，进行数据挖掘，可以实现

可疑行为分析。

 对不同租户部门、部门数据库访问的基于角色的权限控制

不同用户数据治理中心的角色和权限都是由管理员预先分配和定义，用户登录后在租



户项目空间的活动权限，包括查看空间的对象、创建和删除表、进行工作流调度等活动都

由不同的权限控制。

1.1.8.1.1.24.1 数据脱敏

数据脱敏，旨在对某些敏感信息通过脱敏规则进行数据的变形，实现敏感隐私数据的

可靠保护。在涉及客户安全数据或者一些商业性敏感数据的情况下，在不违反系统规则条

件下，对真实数据进行改造并提供测试使用，如身份证号、手机号、客户号等个人信息都

需要进行数据脱敏。

数据脱敏规则梳理

梳理脱敏数据，获取发现数据脱敏需求；对于不同的数据脱敏需求，采用的脱敏策略

不尽相同。一般来说，数据脱敏的策略规则包括以下几类：

 同义替换

使用相同含义的数据替换原有的敏感数据，如姓名脱敏后仍然为有意义的姓名，住址

脱敏后仍然为住址。

 部分数据遮蔽

将原数据中部分或全部内容，用“*”或“# ”等字符进行替换，遮盖部分或全部原

文。

 混合屏蔽

将相关的列作为一个组进行屏蔽，以保证这些相关列中被屏蔽的数据保持同样的关系，

例如，城市、省、邮编在屏蔽后保持一致。

 确定性屏蔽

确保在运行屏蔽后生成可重复的屏蔽值。可确保特定的值（如，客户号、身份证号码、

银行卡号）在所有数据库中屏蔽为同一个值。

 可逆脱敏

确保脱敏后的数据可还原，便于将第三方分析机构和内部分析团队基于脱敏后数据上

的分析的结果还原为业务数据。

数据脱敏实施

数据过敏实施，旨在对梳理获取得到的敏感内容，根据适配得到的脱敏规则，对数据

实施脱敏的过程；其主体工作主要包括，过敏规则的解析、开发、部署，以及基于部署脱

敏规则实现数据脱敏。

一般而言，数据脱敏实施的流程可参考以下流程图



数据脱敏工作流程图

（33）实现各模块功能的技术方案

大数据分析挖掘

大数据分析挖掘技术指从可视化分析、数据挖掘算法、预测性分析、语义引擎、数据

质量管理等方面，对杂乱无章的数据，进行萃取、提炼和分析的过程。

本系统运用大数据分析挖掘技术，对琼州海峡运营数据资源进行科学分析找出规律，

分析结果通过表格式、图形式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用于全面分析琼州海峡交通运营情况。

可视化分析借助图形化手段，清晰并有效传达与沟通信息的分析手段。主要应用于海

量数据关联分析，即借助可视化数据分析平台，对分散异构数据进行关联分析，并做出完

整分析图表的过程。具有简单明了、清晰直观、易于接受的特点。

数据挖掘算法，即通过创建数据挖掘模型，而对数据进行试探和计算的，数据分析手

段。它是大数据分析的理论核心。数据挖掘算法多种多样，且不同算法因基于不同的数据

类型和格式，会呈现出不同的数据特点。但一般来讲，创建模型的过程却是相似的，即首

先分析用户提供的数据，然后针对特定类型的模式和趋势进行查找，并用分析结果定义创

建挖掘模型的最佳参数，并将这些参数应用于整个数据集，以提取可行模式和详细统计信

息。

预测性分析，是大数据分析最重要的应用领域之一，通过结合多种高级分析功能（特

别统计分析、预测建模、数据挖掘、文本分析、实体分析、优化、实时评分、机器学习等），

达到预测不确定事件的目的。帮助分用户析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中的趋势、模式和关系，

并运用这些指标来预测将来事件，为采取措施提供依据。

微服务架构

系统的技术架构：微服务架构模式、HTTP Rest API、Native APP

系统的技术架构优势如下：

1.应用部署模式方面

方便实现省、部两级部署模式。在安全性、高负载、可移植性方向均有保障。有利于

已建单位的投资保护以及各单位之间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2.系统体系架构方面

微服务是一种架构风格，一个大型复杂软件应用由一个或多个微服务组成。系统中的



各个微服务可被独立部署，各个微服务之间是松耦合的。每个微服务仅关注于完成一件任

务并很好地完成该任务。在所有情况下，每个任务代表着一个小的业务能力。

微服务架构模式（Microservices Architecture Pattern）的目的是将大型的、复杂

的、长期运行的应用程序构建为一组相互配合的服务，每个服务都可以很容易得局部改良。

SOA 架构 WebService 实现

SOA 面向服务架构，它可以根据需求通过网络对松散耦合的粗粒度应用组件进行分布

式部署、组合和使用。服务层是 SOA 的基础，可以直接被应用调用，从而有效控制系统中

与软件代理交互的人为依赖性。WebService 是 SOA 系统实现的一种方式。Web Services

是由系统发布的完成其特定业务需求的在线应用服务,平台内系统或其他系统的应用软件

能够通过统一标准方式使用平台内提供的服务。整个平台的外部接口及关联系统众多，采

用.NET WebService 服务设计使平台具备以下优点：

a) 随时随地可用：可从企业外部访问，跨越防火墙、易于分布式或异地使用。

b) 粗粒度的服务接口，降低对外复杂性同时提升性能：业务逻辑的粒度较细，完成

一项业务任务所需的服务调用次数较多，来回请求响应次数增加必然导致性能下降。在业

务任务级别封装为服务，既封装了业务的复杂性，又有效提升性能。

c) 松散耦合、可重用、便于扩展：调用者无需下载安装任何代码，当 WebService

的实现发生改变时，调用者是无法感受到这种改变的。对调用者而言，只要服务实现的接

口没有变化，具体实现的改变是完全透明的。每个服务组件可以使用结构框架构建，也可

以在物理上分布于多个计算机之间，方便扩展。

d) 标准化的服务接口：WebService 所有的公共协议都使用标准协议描述、传输和交

换。这些标准协议在各种平台上完全相同。同时具备良好的封装性。对使用者而言，仅能

看到服务描述，而该服务的具体实现、运行平台都是透明，调用者无须关心，也无法关心。

基于 JSON 的数据格式

JSON (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 的轻量级数据交换格式能够替代 XML 的工作。

其优点如下：

1.占带宽小（格式是压缩的）

2. 数据格式比较简单，易于读写，格式都是压缩的，占用带宽小；

3. 易于解析这种语言, 客户端JavaScript可以简单的通过eval()进行 JSON数据的

读取搜索；

4. 支持多种语言, 包括 ActionScript, C, C#, ColdFusion, Java, JavaScript,

Perl, PHP, Python, Ruby 等语言服务器端语言，便于服务器端的解析；



5. 因为 JSON 格式能够直接为服务器端代码使用，大大简化了服务器端和客户端的代

码开发量，但是完成的任务不变，且易于维护。

云技术

1.1.8.1.1.25 负载均衡

负载均衡是高可用网络基础架构的关键组件，通常用于将工作负载分布到多个服务器

来提高网站、应用、数据库或其他服务的性能和可靠性。

1.1.8.1.1.26 集群

集群是一组相互独立的、通过高速网络互联的计算机，它们构成了一个组，并以单一

系统的模式加以管理。一个客户与集群相互作用时，集群像是一个独立的服务器。集群配

置是用于提高可用性和可缩放性。

1.1.8.1.1.27 高可用性计算

其重点是保证任务在被处理的过程中不会异常终止，以及任务完成后输出结果的正确。

（34）接口开发及系统集成

接口信息

接口信息表

数据类别 主要数据内容 交换频率 接口方式

港口数据接口

港口设施 港口设施相关信息 每天交换 WebService 接口

港口企业 港口企业相关信息 每天交换 WebService 接口

港口售票 港口售票实时信息 实时交换 WebService 接口

港口预约 港口预约实时信息 实时交换 WebService 接口

港口航班 港口航班信息 实时交换 WebService 接口

港区外部主干道实时路况接口

港区外部主干道实

时路况数据
港区外部主干道实时路况数据 实时交换 WebService 接口

物流平台接口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D%91%E7%BB%9C%E4%BA%92%E8%81%94/10501073


数据类别 主要数据内容 交换频率 接口方式

船讯网数据 船讯网数据信息 定时交换 WebService 接口

交通厅内部数据归集接口

进出岛人员 进出岛人员信息 定时交换 WebService 接口

进出岛车辆 进出岛车辆信息 定时交换 WebService 接口

进出岛货物 进出岛货物信息 定时交换 WebService 接口

获取气象数据接口

气象台数据 实时获取当前气象天气信息 实时交换 WebService 接口

港区摄像头接入服务接口

摄像头信息
获取当前摄像头信息和视频图

像信息
实时交换 WebService 接口

系统集成

系统的总体集成，采用如下集成方式：

1.以总体设计中各系统的接口定义为依据

在总体设计中，对各系统的接口进行了定义，这是系统总体集成的基本依据。

2.单元集成基础上的总体集成

进行系统的总体集成时，首先应做好各建设单元内部的集成工作，然后按照不同系统

建设单元的接口定义，按照由强至弱耦合或运行制约的先后顺序进行不同建设单元的集成

各建设单元内部各个系统之间的集成，应参照本总体设计中的接口定义方式，对建设单元

内部各个子系统的接口进行明确定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单元内部集成不同单元之间的

集成，可以采用两种集成顺序，这两种顺序可能交叉并存：耦合度的强弱、运行前提的制

约。具体单元间的集成可以采用分解集成的方式。即将本单元与其他单元集成的部分分解

出来，以一个分解单位的形式进行与相关单元的集成，以降低集成的复杂度，并有利于问

题的定位。在各个分解单位完成与特定集成目标的集成后，再进行本集成单元与相关单元

间的总体集成测试。

本分包所建设的所有系统需集成至海南省交通运输综合业务平台一期统一框架中，实

现用户统一管理、权限分配、单点登录；APP H5 页面需集成至“交通有我”APP 中。

（2）商务要求

1、项目工期要求

合同履行期限（交付期）：12 个月。建设地点：海南省海口市

2、实施要求

投标人须对项目实施的规划和步骤加以说明，投标人应做出整个项目分阶段的详细进

度计划，明晰表述各阶段项目里程碑，以及对进度完成的保证措施和补救方法。

投标人必须针对本项目提供完善的项目管理实施方案（包括项目组团队的组建方案）



和项目进度计划表。

3、安装调试要求

投标人负责合同规定的相关设备、应用软件的现场安装、集成和联调。安装调试时所

用的工具、设备由投标人负责。

投标人在安装调试阶段，保证不影响现有业务系统的正常运行。

4、验收要求

设备、系统整体功能交付达到了全部规定要求，系统上线后稳定试运行 3个月后，通

过项目监理方认可，且在提交全部相关文档、报告、源代码等交付物的前提下，由中标方

向采购方提出项目竣工验收申请，采购人按照国家、海南省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进行验收。

5、售后服务

投标人必须提供详细的保修期内技术支持和服务方案，技术支持和服务方案（包括但

不限于）：

1）整体项目提供不少于二年的免费维护，从项目通过竣工验收起算。

2）为最终用户提供 7*24 小时技术服务热线，负责解答用户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并

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操作方法；提供 7*24 小时现场和技术支持服务，15 分钟内响

应，2小时内到达指定现场。

3）承建单位要拥有一支受过良好培训且富有经验的技术支持服务队伍，对系统运行

中可能出现的技术问题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过程中，承建单位

需解决各方面的问题并为用户创造可靠的在线业务环境。

6、培训

培训对象为项目单位的工作人员、系统管理人员。其中：

1）中层以上领导

通过培训，使领导能掌握其日常工作所用系统各功能模块的使用。

2）一般用户

本项目中各系统的使用人员。通过培训，能掌握其日常工作所用系统各功能模块的使



用。

3）系统管理人员

即在实施建设项目过程中主要参与全过程实施的各专业工程师与技术开发人员和系

统维护人员，通过培训，掌握系统的基本维护和日常管理工作，当系统出现一般性问题时，

通过培训的系统管理人员能及时解决问题，不影响系统的使用。

人员培训的目的是为了使工作人员了解、掌握本系统所涉及的各种技术和设备，更有

效和更全面地应用、管理系统。对于一般工作人员，应能灵活操作、使用本系统，对于系

统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要能够达到独立操作、分析、判断解决系统一般性问题。各项培

训的内容和目的如下：

（1）领导交流与培训

信息系统作为一把手工程，需要为各级领导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交流，使其对系统

有更深刻的认识，积极参与，并主动带头使用，促进内部工作人员不断使用本系统。领导

培训除要完成必要的使用培训外，更多的是与领导进行沟通，充分体现各级领导对系统提

出的要求，并将这种要求贯彻到系统的建设过程中。

（2）技术培训

技术人员需要对整个系统有比较深入地了解，以便能够自主完成对系统的日常维护工

作，并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在系统的标准体系框架下，丰富系统的功能。技术培训效果的

好坏直接影响未来系统的使用效果。技术培训面向负责系统运行维护的相关技术人员，重

点是平台的管理、数据库管理、软件使用及系统日常维护工作。

（3）使用培训

面向项目的全体使用者提供使用培训，由于系统使用涉及的部门众多、人员众多，业

务繁重，针对为这类人员的具体情况，可以提供若干期“大课”的形式，配合培训教材，

使其初步掌握系统的使用方法，在具体的工作中，还可以由各部门的“应用系统管理员”

言传身教，为其解决具体的操作问题。对于系统的普通用户来说，除了采用上述集中参加

培训外，最好的也是最直接的培训方法，是培养工作人员自学习的兴趣，通过本次项目建



设内容中的网上培训系统，为其提供在线的培训教程，促使其自主学习也是一种重要的手

段。

4）培训方式

培训方式采用集中培训、现场培训、发放宣传材料等相结合的方式，针对不同层次的

人员，开设不同的培训课程和确定培训方式。

（1）集中培训方式

分别针对系统管理员、系统维护人员和系统操作人员，开设集中培训课程。重点是系

统维护人员和系统操作人员，采用集中授课的方式，进行培训。

（2）现场培训方式

重点针对系统管理员，通过在现场的施工和培训，深层次地掌握系统各设备的使用、

维护、故障检修和各种日常操作等。

（3）宣传材料方式

针对平时工作繁忙的大量普通用户，可以印制宣传材料在相应的职能部门向用户发放，

促进其自学。

7、付款时间、方式及条件

根据省财政年度预算安排，具体以实际签署合同为准。初步拟定为：（1）合同分包

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甲方凭乙方开具的正式有效发票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

（2）合同分包完成阶段性工作，甲方凭乙方开具的正式有效发票，于 10 个工作日内向乙

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3）合同分包初验通过专家评审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凭乙

方开具的正式有效发票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4）合同分包通过整体竣工验收

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凭乙方开具的正式有效发票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5%。

（4）合同总金额的 5%作为质保金。竣工验收合格两年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凭乙方开

具的正式有效发票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5%。

8、其他要求

知识产权归属海南省交通运输路网监测和应急指挥保障中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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