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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个品牌带动一大产业

———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拓展关联产业助力贵阳打造车后服务产业新业态

1 月 1 日，贵州所有高速收费站

的 2000 余条 MTC 人工出口车道正

式开通高速公路移动支付，车主只要

通过收费亭处的智能扫码设备扫描

个人微信付款码，5 秒钟即可完成过

路费自主缴付。

“高速公路移动支付是我们公司

车主服务业务中的一项自主研发产

品，可节省车辆油耗及车主的时间成

本，有效降低高速公路管理的人工成

本、提高服务质量。 ” 世纪恒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兴荣说，随着

交通网络的不断扩展，汽车数量持续

增加，高速通行越来越需要拥抱数字

化。 2018 年，世纪恒通抢抓机遇，与

腾讯及贵州高速合作，将高速与移动

支付相连接， 推出 MTC 扫码付、

ETC 无感支付等多个产品， 助力贵

州交通出行数字化升级，使贵州成为

西南地区首个开通高速公路移动支

付的省份。

“‘微 ETC’ 无感支付产品是一

款可实现 ETC 线上办理与微信代扣

支付功能的微信小程序， 用户通过

‘微 ETC’ 小程序进行 ETC 申请，

开通通行费免密支付， 申办成功后，

将收到 ‘微 ETC’ 寄送的 ETC 设

备，用户自行激活后便可享受先通行

后付费的‘秒’ 过高速体验。 ” 杨兴

荣说。 目前，该产品已在部分高速收

费站试运行，将于 1 月中旬开始正式

在全省所有高速收费站投用。

“在发展智慧出行服务的同

时， 世纪恒通深耕车主服务， 将洗

车、代驾、道路救援、交通违章推送

等服务打包为 ‘微 ETC’ 会员权

益，为用户提供更快捷、优惠的车主

服务。 ” 杨兴荣说。

世纪恒通发展初期，主要从事以

呼叫中心及服务外包为主的手机信

息服务和电信增值业务领域的相关

服务，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较为完

善的客户网络。随着信息网络时代和

新媒体应用的发展，传统的业务已经

无法满足瞬息万变的时代需要。“以

呼叫中心为例，各家电信运营商等合

作单位开始降低外包价格，以节约成

本，而呼叫中心的人力成本却越来越

高。 ” 杨兴荣说，最难的时候，世纪恒

通呼叫中心几乎是亏损运营状态。

2014 年， 世纪恒通抓住贵阳市

发展大数据的契机，开始从电信增值

服务向移动互联网转型，并聚焦车主

服务，为车主提供洗车、救援、代驾、

车辆维保、 代办审验等专享优惠服

务。 同时，为汽车后服务商引入顾客

流量，为运营商、保险公司、银行等公

司客户提供整合后的汽车后服务资

源。 转型至今，世纪恒通已与全国 3

万多个停车场展开合作，车主服务业

务实现全国区县级无盲区覆盖，每年

有 500万以上活跃用户。

自 2006 年成立以来， 世纪恒通

先后通过 CMMI 二级国际认证、双

软企业认证、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拥有 11 项发明专利、104 项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并凭借强大的企业

实力成为全国仅有的五家腾讯微信

认证第三方审核机构之一和腾讯微

信支付战略合作伙伴，连续四年入选

贵州民营企业 100 强， 被评为 2017

年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首

批重点企业、 贵州省高新技术企业、

贵州省创新型企业、贵州省省级企业

技术中心、 贵州省自主创新优秀品

牌、 贵州省电子商务示范企业等，在

业界已拥有广泛的品牌影响力。

2018 年， 世纪恒通营业收入达

6.5亿元，并完成在全国 31 个主要省

市行政区设立多家分公司、子公司的

网络布局。

实习记者 张海涛

本报讯 2018 年，贵阳市环境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97.8%， 创下执行最严空气质量

监测新国标以来最好的空气质

量历史纪录，过去 6 年，贵阳市

的年度好空气提高超过 20 个百

分点。

根据贵阳市生态委通报，2018

年， 贵阳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率为 97.8%，全年 357 天优良

都是好空气，仅有 8 天轻度污染，

未出现中度及劣于中度以上污染

天气。 环境空气污染物六项基本

项目浓度均达到 《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二级标准。

记者了解到，2018 年贵阳市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PM2.5 年

均浓度、PM10 年均浓度三项指标

均超额完成省下达的目标任务。

另外， 贵阳市从 2012 年开始执行

史上最严的空气质量监测新国标，

从 2013 年的空气质量优良率

76.2%（优良天数仅为 278 天、出

现的中度污染 14 天， 重度污染 1

天），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到 2018

年的 97.8%为历史最好， 过去 6

年，贵阳市的年度好空气提高超过

20个百分点。

贵阳市生态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 去年贵阳市强力推进污染治

理，按时序完成 2018年氮肥、有色

金属、铁合金、酿造、屠宰等五个行

业的涉及大气污染排放达标治理

任务，持续巩固磷化工(含磷矿开

采)、火电、煤矿、水泥、城镇生活污

水处理厂等五个行业已取得的治

理成效；全面深化城市扬尘污染治

理，依托“数据铁笼”“绿色渣运”

“数字城管”“平安贵阳” 等平台

精细化、智能化管理城市扬尘；控

制总量排放， 二氧化硫较 2015 年

总量减排 18%， 氮氧化物较 2015

年总量减排 11.7%，超额完成年度

大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任

务。

记者了解到，2018 年，贵阳市

主要从工业污染防治、城市扬尘污

染防治、重污染燃料管理、城市环

境空气质量应急管理等四大方面，

开展全市大气污染防治，给广大市

民保护好贵阳的蓝天。

（本报记者 杨林国）

贵阳去年空气质量创历史最佳

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97.8%，未出现中度及劣于中度以上污染天气

本报讯 1 月 9 日，中央文明办发布

了 2018年 12月“中国好人榜” 。 经广大

网友推荐评议， 贵州省有 1 个集体 2 名

个人入选。 其中贵阳市返乡创业带领群

众致富的农民工刘锋胜获得“全国诚实

守信模范” 。

刘锋胜是贵阳市清镇区红塔社区塔

山村娃娃桥组村民。他利用在外打工学到

的技术、 经验和自己积攒下来的 3万元，

以及他在清镇区农村信用社申请到的 3

万元诚信贷款， 在 2002年回村创办了清

镇盛锋炉具厂。 现在炉具厂年产值达 600

余万元，实现年利润 60余万元，解决了塔

山村 22人的就业问题， 实现了全村人的

就近脱贫致富。（实习记者 申旭旺）

“中国好人榜”发布

贵阳一回乡创业农民工上榜

本报讯 1 月 10 日， 由贵州省直机

关工委、 贵州省妇女联合会主办的省直

机关“恒爱行动———百万家庭亲情一线

牵” 成果展示暨捐赠启动仪式在贵州省

科技馆举行，

据悉， 此次多家单位女干部职工共

编织出 300 余件爱心毛衣、手套、围巾等

衣物。 现场，“爱心妈妈” 代表为留守

（困境）儿童穿上爱心毛衣，戴上爱心围

巾、帽子，还捐赠了书本。 为感谢爱心妈

妈们的付出， 受赠儿童们为爱心妈妈们

赠送了自己亲手绘制的爱心妈妈荣誉

证。 (本报记者 陈玲)

300件爱心衣物

送给留守儿童

■相关链接

四大治气举措见效，全年 357天优良好空气

工业污染防治攻坚

严治企业排污

扬尘污染防治攻坚

重污染燃料管理

重点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治

理： 按时完成贵阳市 82家企业分

类治理任务涉及大气污染排放治

理任务；完成 2018年氮肥、有色金

属、铁合金、酿造、屠宰等五个行

业的涉及大气污染排放达标治理

任务， 全部完成涉及十大行业大

气污染共计 31 家企业治理工作；

完成 44家重点排污单位污染源自

动监控设施建设联网任务， 重点

排污单位自动监控数据传输有效

率达到 90%，确保重点行业企业稳

定达标排放。

城区建筑工地扬尘规范化防

治监管：全面推行“绿色施工” ，在

全市土石方施工工地均按要求配

置降尘雾炮机，基本实现“绿色渣

运” 的基础上，对全市在建工地进

行专项整治；全市共 819个建筑工

地（含已竣工项目）和 93 个商砼

拌合站完成了远程视频监控系统

的安装及并网工作，共计安装摄像

头 1486个，安装覆盖率达 100%；

城市道路交通扬尘污染整治：

制定城区渣土、砂石料、散煤等运

输管理措施。

限制禁止高污染燃料燃烧：全

市 14个区（市、县）划定高污染燃

料禁燃区并印发实施，严格散煤燃

烧管控，禁燃区禁止销售、使用煤

炭、石油焦等高污染燃料。 全年开

展经营性燃煤炉灶取缔检查 53

次， 取缔经营性燃煤炉灶 4312

个。

同时，制定《贵阳市禁煤区置

换清洁能源低保户补贴方案》，对

“禁煤区” 内需安装清洁能源

6980 户低保户和特困供养人员发

放燃煤补贴。

强化空气质量预报能力：贵阳

市空气质量预报预警系统建设项

目于 2016 年 11 月建成投用（11

月 1 日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通

过数值模式开展预测预报工作。

2018 年将联防联控覆盖范围从中

心城区调整扩大至所有区县市，形

成最大处置合力。

大气污染源解析： 在 2017 年

省环科院对全省大气污染源清单

进行更新的基础上，2018 年，我市

通过第二次污染源普查。

本报记者 杨林国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应急管理

“市委十届五次全会提出，要大力

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 加快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 为贵阳大数据民营企业

走上新台阶提供了好机会。 ”杨兴荣

说， 作为省内首批大数据重点企业之

一， 世纪恒通将在行业内发挥引领和

示范作用，做深、做好“微 ETC”车主

服务，继续拓展车后服务关联产业，通

过打造一个品牌带动一大产业发展，

促进全市乃至全省车后服务产业链形

成新业态。

■

企业愿景

用户在人工通道通过“MTC扫码付”自主缴费

车后服务市场的洗车分布数据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