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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10

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 10 日致电祝贺非洲联盟第 32

届首脑会议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

习近平指出， 非洲联盟是非洲联

合自强的旗帜。 去年以来， 在非洲联

盟引领下， 非洲一体化进程取得重大

进展， 非洲国家在重要国际和地区问

题上继续一致发声， 非洲国际影响不

断提升。 我对此表示热烈祝贺， 衷心

祝愿非洲联盟团结带领非洲国家不断

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习近平强调， 去年 9 月， 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取得巨大成功， 我同

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领导人共襄盛举，

为中非关系发展谋划蓝图。 中方愿同

非方携手努力， 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 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 同落实非洲联盟 《2063 年议

程》、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深入对接，

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

体，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

大贡献。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史伟宗）

春运返程高峰到来之际， 昨

日， 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到广州火车

站、 广州地区春运指挥部、 市公安局

联勤指挥中心检查春运返程服务保障

工作， 看望慰问春节期间在岗值守工

作人员， 代表市委、 市政府向全市各

条战线坚守一线的工作人员致以崇高

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

在广州火车站站台和候车大厅，

张硕辅分别与公安特警、 武警战士、

交通执法人员、 铁路站台工作人员亲

切握手， 致以新春问候， 并与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广州火车站客运

员张红英亲切交谈， 勉励她要发挥示

范作用， 带动更多铁路职工为广大旅

客平安出行提供优质服务。 在广州地

区春运指挥部， 张硕辅强调， 节后春

运返程和来广州旅游过年回程高峰已

到， 铁路、 公路、 公交、 地铁等相关

部门要加强对接， 做好重要时段、 路

段、 区域客流高峰应急预案， 确保一

旦出现恶劣天气， 能够快速反应、 有

效应对， 及时疏散、 安置好旅客。 车

站内外要加强配合， 形成合力， 营造

良好出行环境。 交通执法部门要严格

执法、 文明执法， 用心用情做好服务，

确保广大旅客安全快捷出行， 走得放

心、 来得开心。

在市公安局联勤指挥中心， 张硕

辅认真听取春节期间全市各类警情及

道路交通情况汇报， 对全市公安民警

坚守岗位、 辛勤付出给予充分肯定。

张硕辅强调， 全市公安系统要牢固树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 忠诚履职

尽责 ,勇于担当作为 , 认真学习借鉴

先进经验 ， 充分运用先进技术 、 先

进设备 ， 注重引进多方面人才 ， 整

合好公共服务信息平台， 提供全方

位多语种优质服务， 全力打造智慧

新警务， 展现广州作为国际大都市的

水平。

市领导陈志英、 谢晓丹、 潘建国、

杨江华， 广铁集团总经理韦皓参加。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

员 张超 李耀东 谢道国 ）

昨日， 记者

从湛江海事局获悉， 从大年初五开

始， 湛江海事局辖区琼州海峡以及

海滨渡口等各大渡口迎来节后返程

高峰，其中琼州海峡2月9日

（初五 ）

运输旅客创新高，达14.3万人次。 据

统计，截至昨日凌晨，春运以来琼州

海峡累计运送旅客171.6万人次， 湛江

海事局辖区水上出行人数达219.2万人

次。

节日期间，走亲访友人数较多，各

乡镇渡口客流量比平时大大增加，琼

州海峡从初四开始迎来返程高峰，湛

江海事局持续加强琼州海峡、 海滨渡

口，以及硇洲渡口、东参渡口、平乐渡

口、

埇

儿渡等乡镇渡口的安全监管保

障工作， 各海事处严格落实领导带班

制度， 每天派出执法人员前往渡运现

场实施安全监管， 严防超载、 配员不

齐、酒后驾驶等违法违规行为，保障群

众水上出行安全。

据介绍，节日期间，受天气影响，

琼州海峡及各渡口早晚有雾， 出现间

歇性停航，由于大雾持续时间较短，未

发生旅客长时间滞留情况， 整体客流

平稳有序。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孙小鹏 通讯员

交通宣）

昨日，记者从广州市交通运输

局了解到， 随着春节黄金周进入倒计

时，白云机场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 2月

9日

（初五 ）

起，白云机场航班量和旅客

量都迅速回升，单日进出港旅客有望超

过22万人次。 机场高速、华南快速、莞佛

高速等高快速路车流量较大，局部路段

可能出现短时交通拥堵情况。 建议各位

车主朋友密切关注交通信息，合理安排

出行。

2019春运以来至2月9日，白云机场

共保障航班25765架次

（进港

12925

架

次，出港

12840

架次）

、旅客398.63万人次

（进港

195.03

万人次 、 出港

203.60

万人

次）

； 常规出租车运力共计约11.27万车

次，保障运力7900台，疏运旅客约12.06

万人次；机场大巴共计发班16353车次，

共疏运乘客22.63万人次；机场南、机场

北地铁站进站班次8798列， 进站旅客

71.51万人次，出站班次8756列，出站旅

客74.78万人次。

习近平向非洲联盟第32届首脑会议致贺电

张硕辅检查春运返程服务保障工作并看望慰问在岗值守工作人员

节后返程高峰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南宣）

记者昨日获悉，当天，南航计划执

行航班2030余班次，运送旅客约35万人

次。 据悉，春节假期

（

2

月

4

日至

10

日）

，南

航共运送旅客超过210万人次。

据了解，自1月21日至昨日，南航已

累计运送旅客近650万人次， 同比增长

8%。 其中，国际和地区航班旅客同比增

长9%。

在广州枢纽方面，昨日南航计划在

广州进出港航班650班， 进出港旅客11

万人次。

当日，从广州前往奥克兰 、纽约 、

芽庄、悉尼、新加坡、吉隆坡等地，以

及前往北京、 沈阳、 杭州、 宜昌、南

京、 上海等的航班较满。 而从襄樊、

洛阳 、哈尔滨 、黄山 、济南 、昆明 、三

亚等地以及从兰卡威 、旧金山 、巴厘

岛、曼谷、富国岛等地返回广州的航

班客座率也较高。

南航昨日运送旅客约35万人次

琼州海峡日客运量创新高达14.3万人次

航空

白云机场昨进出港旅客超22万人次

铁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庞泽欣 通

讯员 曾小贤 李佳 ）

记者从广铁了

解到，昨日

（农历正月初六 ）

广铁迎

来节后返程客流高峰， 当日发送旅

客178万人，加开列车235列，主要是

湖南去往广东、华东方向。

据悉，春节7天假期广铁共发送

旅客853万人次，同比增长16.7 %，其

中广深港高铁发送旅客126万人次，

同比增长78%，过港旅客40万人次。

今年春运， 广铁发送旅客人数

再创新高， 旅客出行越来越倾向于

乘坐高铁。 春运以来截至2月9日，广

铁共发送旅客3162.9万人次，同比增

加409.8万人次，增长14.9%。 其中高

铁发送旅客 2249.7万人次 ， 占比

71.1%,首次占比超7成。 同时，今年

“反向春运”愈发明显，春运以来截

至2月9日，广州地区到达旅客603万

人次， 同比增长82万人次， 增长

15.8%。

广铁昨加开

列车235列

昨日广州火车站地铁站，熙熙攘攘的返程客流。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摄

昨日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车流

明显增多。 信息时报记者 陆明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