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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宋怡）

昨日上午，“花城有爱·冬日暖阳”

系列主题活动新闻发布会在珠江新城新

闻发布中心举行。 据悉，今年春运直通车

活动主要安排铁路专列和公路大巴两种

方式共17条线路帮助来穗人员集中乘车

返乡，计划开往湖南邵阳、贵州贵阳、江

西赣州、广西南宁和粤东、粤西和粤北地

区等18个省内外返乡热门地区。

17条线路免费送来穗人员回家

据介绍， 2019年春运直通车活动主

要安排铁路专列和公路大巴两种方式帮

助来穗人员集中乘车返乡， 计划开往湖

南邵阳、 贵州贵阳、 江西赣州、 广西南

宁和粤东、 粤西和粤北地区等18个省内

外返乡热门地区。

在铁路方面， 团市委联合广铁集团

继续开设“共青团号” 爱心专列， 开设

广州至贵阳北动车线路和广州南至湖南

邵阳线路， 分别拟于2019年1月21日、 22

日发车， 送在穗就读大学生和来穗务工

青年回家。

在公路方面， 团市委联合广汽集团

开设15条返乡路线， 免费送约750名来穗

人员返乡。 爱心汽车包车将于2019年1月

26日在广州发车， 前往南宁、 衡阳、 郴

州、 赣州、 瑞金、 湛江、 梧州、 潮州、

梅州、 普宁、 韶关、 茂名、 贵港， 电白，

信宜。

据悉， “花城有爱·冬日暖阳” 春运

直通车自2014年启动以来， 已组织10列

“共青团号” 爱心专列、 88辆爱心大巴专

车， 发送1.7万余名来穗务工和在穗就学

人员免费返乡过年。

摩骑回家将获免费加油套餐

据了解， 今年主办方在从化、 增城、

白云等各区18个加油站提供“1+10+X”

春运关爱服务， 为春运出行人士提供药

品、 免费茶水热食、 道路指引、 暖手宝、

简易维修工具等贴心服务， 为孕妇、 老

人、 儿童等弱势群体提供休息专区、 换

尿片桌、 热奶热粥等爱心设备设施； 有

条件的加油站还会设置司机洗澡房或休

息室等个性化服务。

此外， 户籍在广西、 贵州、 云南、

四川、 湖南、 江西六省的来穗人员还可

通过前期报名登记， 在1月21-27日骑摩

托车返乡期间获得免费加油套餐， 共计

10000份； 从化长兴加油站、 增城城北加

油站还将提供免费行李打包和邮寄服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郭苏莹 通讯员

刘宇翔）

昨日， 记者从广州公交集团各

大汽车客运站获悉，节前，广州多家汽车

客运站开售春运车票。其中

滘

口、芳村客

运站已全面开售春运期间车票， 预计30

日将迎节前客流高峰。

广州市汽车客运站

微信购可持电子票二维码乘车

记者从广州市汽车客运站获悉，从

即日起， 市汽车站正式启动春运节前预

售票工作，预售期60天，即从现在开始，

旅客可以购买到3月9日的车票， 车站提

供覆盖春运40天(

含购票当天

)省内外车票

预售服务。

根据以往的春运疏运经验， 春运的

节前出行高峰一般出现在节前两个星

期， 预计2019年1月底、2月初的车票会迎来

热抢。而2019年春运的最高峰将出现在1

月27日

（农历年廿二）

起至2月1日

（农历年廿

七）

止。其中热门目的地包括广东临近的

江西省、湖南省、海南省、湖北省、贵州

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及广东省内各地。

2019年春运节后客流高峰预计集中

在2019年2月10日

（年初六）

至2月16日

（年十二）

，客流最高峰日将出现在

2

月

13

日

（年初九）

，节后客流目的地主要集中

在珠三角地区，例如深圳、东莞、珠海等

外来务工人员相对集中的城市。

市站通过微信、网络、电话等多种渠

道发售车票， 各位旅客可通过关注车站

微信公众号“广州市站”进行微信购票、

班次及票价查询。市站相关负责人提醒，

由于公路客运已实行实名制乘车， 所以

不论是成人还是未成年人乘车均须带身

份证等相关身份证明。同时，为方便各位

旅客进站乘车， 建议通过微信购票的旅

客成功购票后， 及时将电子票二维码截

屏， 到站后可凭截屏电子票二维码检票

乘车即可。

滘口、芳村客运站

1月30日将迎节前客流高峰

记者近日从

滘

口汽车站获悉，2019

年春运

（

1

月

21

日

-3

月

1

日）

期间，为方便

广大旅客的出行，

滘

口汽车站、芳村客运

站提供30天预售票服务， 即日起全面开

售春运期间的所有班线车票， 旅客可根

据出行计划提早购票。

据悉，根据历年春运客源数据预测，

滘

口汽车站、 芳村客运站客流高峰将集

中在节前10-14天

（即

1

月

30

日至

2

月

3

日，

农历年廿五至廿九）

。

滘

口汽车站客流主

要集中在省内肇庆、云浮、江门、阳江和

省际广西辖内玉林、梧州、贺州、南宁、贵

港、 百色以及湖南、 云南等地区热门线

路；芳村客运站客流主要集中在肇庆、江

门、阳江等地区热门线路。车站已准备充

足优质运力，旅客可随到随走。

春运节后

滘

口汽车站、 芳村客运站

返程客流高峰将出现在2月11日至15日、

2月19日至28日，预计返程最高峰日将出

现在2月21日，主要以学生流与来穗务工

中转客流为主。

广大旅客可通过关注

滘

口汽车站、

芳村客运站微信公众号购票、 亲临车站

窗口购票、现场自助售票机购票

（支持微

信和支付宝）

等方式提前购票。

信息时报讯（记者 成小珍 通讯

员 南宣 ）

2019年春运即将于1月21

日开始，3月1日结束，共计40天。 记

者昨日获悉，春运期间，南航

（不含

厦航 ）

预计执行航班超过76000班

次，承运旅客超过1200万人次。 其中

节前高峰为1月30日-2月3日， 预计

日均客流超过33万人次； 节后高峰

为2月8日-17日，日均客流预计约34

万人次。

计划增加航班近5300班

据国家发改委预测，2019年春

运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29.9亿人

次，比上年春运增长0.6%。 其中民航

7300万人次，增长12%。节前学生流、

务工流相互叠加，客流高峰来得早、

持续时间长，节后客流相对平缓。

为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要，南

航计划增加航班近5300班， 其中国

际及地区航线约500班，国内航线约

4800班。 增班航班全面覆盖热门的

返乡、旅游航线，包括广州、深圳往

返东南亚航线，广州、深圳、珠海往

返西南和中南地区的返乡航线等。

此外， 南航还计划在北京往海

南、广深往西南等国内主干航线上，

将执飞机型由窄体机调整为宽体

机。 截至目前， 已调整15条航线约

1100班。

据了解，今年春运期间，海南继

续成为热门市场， 南航预计在海南

市场投入航班约7200班， 并在部分

热门航线投入宽体机执飞， 承运旅

客超过124万人次。 目前，海南至深

圳、北京、广州等地的春运机票销售

走旺。 海南节前进港高峰预计集中

在2月3日至5日；而节后出港高峰预

计出现在2月9日至14日。

部分国际航线目前仍有优惠折扣

据统计， 春运期间国内前往兰

卡威、富国岛、基督城、凯恩斯、奥克

兰等旅游地航班的订座率相对较

高， 东南亚和澳新地区成了旅客春

节出境游的热门目的地。 目前部分

热点航线如广州飞往宜昌、襄阳，深

圳飞往常德、 重庆、 南充等国内航

线，以及广州往返宿务、马累、巴厘

岛等国际航线均已开放销售。

值得注意的是， 春运期间部分

航线仍有优惠机票，如国内的广州-

成都、 广州-武汉、 广州-海口、广

州-哈尔滨、广州-贵阳、广州-银川

等地往返机票仍有部分五折以下优

惠。而国际方面，广州始发前往旧金

山、胡志明、槟城、吉隆坡、迪拜、阿

姆斯特丹等旅游城市也有部分五折

以下优惠。

此外， 近年来， 南航积极推进

“互联网+”战略，大力打造“南航e

行”。 据了解，春运前南航将推出“抢

票”功能。 如旅客所需的航班经济舱

已售罄，又急需购票的话，可登录南

航App进行抢票。当所选航班有空余

座位出现， 系统会立刻为旅客自动

出票，该功能无须任何“加价购票”

费用。

17条线路免费送来穗人员返乡

“共青团号”爱心专列、爱心大巴提供免费返乡服务，目前接受报名

如何报名？

广州各大汽车客运站开售春运车票

滘

口、芳村客运站1月30日将迎节前客流高峰

南航预计春运运送旅客超1200万人次

部分国内航线仍有优惠机票

17条免费返乡专线

目前， 春运直通车114电话报名热

线已全面开放报名。

报名“共青团号”爱心专列、爱心大

巴专车

1.关注团市委官方微信公众号

（广

州青年）

， 在留言框中输入“春运直通

车”点击链接进入报名页面，填写资料

完成报名；

2.拨打020-12355或020-114，由客

服人员协助完成报名；

3.前往广州青年之家总部门店

（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

312

号，广州市

青年文化宫南门

1

楼）

咨询，由工作人员

协助完成报名。

报名直通车加油驿站

1.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

（中国石化

广东石油分公司）

或下载“加油广东”

App，点击报名；

2.在全省在营加油站登记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