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李俊杰 美编/制图：何建玲 校对：黄虹

新闻链接

广告中心地址：广州市广州大道南

83

号汇美商务中心

3

楼（

510310

） 电话：

020-84212025

、

84210134

分类：

020-84209534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庞泽欣 通讯员

粤交综）

昨日， 广东召开全省春运电视

电话会议，部署2019年春运工作。 记者

获悉，2019年春运广东省旅客发送量预

计约1.88亿人次， 其中， 道路发送量约

13585万人次， 铁路发送量约3730万人

次。 同时，预计节前客流高峰出现在1月

31日至2月3日。

客运总量增速放缓结构变化明显

2019年春运从1月21日开始，至3月

1日结束，共40天。 据统计，春运期间，全

省旅客发送量预计约1.88亿人次， 较去

年基本持平。 其中，道路发送量约13585

万人次，同比下降3.55%；铁路发送量约

3730万人次，同比增长10.60%；水路客运

量约615万人次，同比增长2.16%；民航

出港人数约 912万人次， 同比增长

11.00%。 预计节前客流高峰出现在1月

31日至2月3日， 单日客流高峰将达到

580万人次。 总体来看，客运总量增速放

缓但结构变化明显。

截至2018年底，广东省高速公路通

车总里程达9002公里， 连续5年居全国

第一。 出省通道总数25条，与桂、湘、赣、

闽等4个陆路相邻省

（区 ）

均保持4条以

上的高速公路出省通道

（广西

6

条、湖南

5

条、江西和福建各

4

条）

。 随着路网布局

不断完善优化，高速公路、国省道的

通达性得到进一步提升，预计春运期

间，广东省自驾出行旅客同比继续增

长。

高铁沿线中长途道路客流下降

2019年春运，广东省将投入各类营

运客车近3.8万辆，客位超过160万个。受

铁路高铁运能持续提升的影响，预计高

铁沿线中长途道路客流将进一步下降，

同时高铁沿线地区的短途接驳客运需

求将持续增长。

在铁路方面， 高铁运力不断增加，

2019年春运高铁运力投放比例由2018

年的62.1%提升至66%。 节前广东省出省

能力大幅增加， 共计安排出省列车606

对，同比增加42对，其中高铁出省400对

（同比增加

50

对）

；普铁出省206对

（减少

8

对）

。

在民航方面，广州白云机场预计保

障运输航班5.6万架次，同比增长4.46%；

旅客吞吐量857.76万人次， 同比增加

6.9%。 深圳宝安机场预计保障运输航班

4.15万架次， 同比增长5%; 旅客吞吐量

583万人次，同比增加3.6%。

严查非法营运，“数字化春运”

拓宽购票渠道

据悉，春运期间，省交通运输厅将

对车辆、司机、道路运输生产经营单位

实施网格化监管，落实运输企业领导班

子和高层管理人员对每一辆车、每一个

从业驾驶员的跟踪联系制度，实行对跟

踪联系对象一日一跟踪、 一督促一提

醒。 同时，拓展多种形式的便民服务，进

一步改善旅客候车环境，重点加强服务

区、客运站

（港 ）

、车船等公共场所保洁

和卫生等整治工作， 不断提升服务品

质，让群众出行更加舒适、温馨。

此外，数字化春运将是今年春运一

大亮点。 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创新技术

应用，升级开发广东省春运指挥监控平

台， 提升春运组织协调和应急预警能

力。 加强与铁路、民航、公安等部门对

接，建立部、省、重点城市等协调联动机

制，推进客流、运力运量等信息互联互

通，增进多种运输方式间衔接互补。 同

时，用好省联网售票、岭南通、广东高速

通、广东交通发布等平台，拓宽旅客购

票渠道，增强路网调度协调和服务保障

能力，推进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发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郭苏莹 通讯员

穗工商）

广州市核发首个使用网络经营

场所注册的电子商务经营者营业执照。

昨日， 记者从广州市工商局获悉，1月4

日，天河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天河南所

核发了广州天河区天河南喻言百货店

的营业执照

（经营场所在微店平台）

。

据悉，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做好

电子商务经营者登记工作的意见，电子

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

记。 电子商务经营者申请登记为个体工

商户的，允许其将网络经营场所作为经

营场所进行登记。 对于在一个以上电子

商务平台从事经营活动的，需要将其从

事经营活动的多个网络经营场所向登

记机关进行登记。

以网络经营场所作为经营场所登

记的个体工商户，仅可通过互联网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擅自改变其住宅房屋用

途用于从事线下生产经营活动并应作

出相关承诺。 登记机关要在其营业执照

“经营范围”后标注“

（仅限于通过互联

网从事经营活动）

”。

工商部门提醒，电子商务平台经营

者应当按照规定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报送平台内经营者的身份信息，提示未

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经营者依法办理

登记，并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为应

当办理登记的市场主体提供便利。 电子

商务平台经营者可采取有效激励措施，

鼓励、督促平台内经营者依法办理市场

主体登记。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在其首

页显著位置， 持续公示营业执照信息、

属于依照《电子商务法》第十条规定的

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等信息，

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国铁路

总公司获悉， 自2018年12月23日

春运火车票发售以来， 至2019年1

月6日， 全国铁路各种售票方式共

售出车票2.0亿张， 日均售出车票

1332.3万张， 日均同比增加189.5

万张， 增幅16.6%， 单日售票量屡

创新高。

中铁总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今年春运，12306网站继续发挥售

票主渠道的作用， 日均售出车票

1117.4万张， 占总售票量83.9%，

96.1%以上的所售车票无需验证

码。 从2018年12月30日开始，12306

网站开始预售农历腊月廿三（小

年）的车票，春运售票渐入高峰，至

2019年1月4日，达到第一轮高峰峰

值，日页面浏览量（PV）达1310.6亿

次，全天发售车票1282万张。

这位负责人强调， 今年春运，

铁路部门采取了改版12306网站页

面、优化网络购票流程 、实行网上

刷脸核验、进行候补购票和电子客

票试点等多项措施，进一步提升旅

客购票体验。 截至1月6日，共接到

候补订单17万笔，去除旅客主动退

单，待兑现订单共10.6万笔，成功

兑现6.5万笔，车票10万张，兑现率

达61.3％， 减少了旅客反复查询次

数。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部署2019年春运工作，旅客发送量与去年基本持平

1月31日至2月3日为节前客流高峰

春运期间

（

1

月

21

日

~3

月

1

日）

， 预计广东省大部分地

区平均气温较往年同期略

偏高，气温波动较大。 降水

方面， 除西北部偏多外，其

余大部偏少。 气温方面，天

气阶段性变化显著。 综合来

看， 出现类似2008年持续性

大范围雨雪冰冻灾害和类

似2016年强寒潮事件的

可能性较小。 但伴随冷

空气过程可能出现小雨

或小到中雨、 局部大雨的

降水，中北部低温阴雨为

偏重年景， 需重点关注

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

及低能见度、 道路湿

滑及结冰对春运交通

带来的不利影响。

出现强寒潮

可能性较小

广州核发首个使用网络经营场所注册的电商营业执照

全国铁路春运火车票已售2亿张

候补订票兑现率达61.3％

广东春运大数据

（

1

月

21

日

~3

月

1

日）

旅客发送量：约

1.88亿

人次

道路：约

13585万

人次

隗13.55%

铁路：约

3730万

人次

隍10.60%

水路：约

615万

人次

隍2.16%

民航出港：约

912万

人次

隍11.00%

投入营运客车：近

3.8万

辆

安排出省列车：

606

对

(

高铁

400

对、普铁

206

对）

保障运输航班：

5.6万

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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