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庞泽欣 通讯

员 粤交集宣）

随着春节假期结束，广

东省各大高速公路回程客流显著上

升。据广东省交通集团监控中心报， 2

月10日广东省高速车流超过620万辆，

同比上涨超12%。 2月11日上午开始，

多条高速车流量开始增大，广东省高

速公路返程车流高峰持续。

2月11日上午11时，市民陈先生从

汕头市澄海区出发，经汕头湖心收费

站接入高速，经由沈海高速、汕昆高

速、广河高速，接入广州华南快速路，

回到广州天河区，全程6小时20分钟。

陈先生告诉记者：“这次回程高速路

不算塞车， 但是有的路车流量大，车

子也不能开到该路段的最低限速值，

开得比较慢， 比平时大概多花了1个

多小时。 对比去程，我年初四从广州

出发去汕头，也是走这条线路用了大

概5小时30分钟。 ”

记者了解到， 截至2月11日16时，

广东省内多条高速公路因车流量大，

交通缓行。 其中，珠三角地区，广珠东

高速往广州方向， 灵山站至坦尾立

交，受虎门大桥车流量大影响，交警

在坦尾立交往虎门方向匝道实施交

通管制进行间歇性限流。 粤东方向，

粤赣高速往深圳方向，热水互通至东

源站，交警实行交通管制，灯塔站往

深圳方向出口分流， 双向入口封闭。

粤西方向，广佛高速、佛开高速、开阳

高速、阳茂高速、茂湛高速、新阳高

速、广佛肇高速、云梧高速、广云高速

往广州方向，均车流量大。 粤北方向，

仁新高速往深圳方向，城口主线站至

城口南收费站，主线车流大，交警实

行交通管制；二广高速往广佛高速方

向，连南站至太保站，为缓解清连高

速车流压力，高速交警在往广佛高速

方向连南站出口匝道实施临时封闭。

从汕头开车返穗比平时多用1小时

昨日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大，交通缓行

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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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七 返程客流车流持续上升

信息时报讯（记者 孙小鹏 通讯员

黄司平）

昨日， 记者从广州地铁了解

到，2月4日至2月10日是农历春节，期

间广州地铁日均客运量434万人次，总

客运量3038万人次。

7天假期中， 单条线路总客运量最

高为二号线551万人次， 其次为三号线

416万人次。 2018年底新开通的十四号

线、二十一号线、广佛线的总客运量分

别为76.8万、20.5万人次、185万人次。 乘

客们喜悦心情藏不住，纷纷感叹“乘者

有其座”，宛如享受“专属列车”之服务。

除夕

（

2

月

4

日 ）

当日客流是春节7

日客流最低峰，受旅客返乡、免高速收

费等影响， 客运量下降至324万人次。

年初六

（

2

月

10

日）

春节假期迈向尾声，

伴随返乡客潮，客运量逐步回升至531

万人次，居7日假期客运量之首。

尽管春节7天假期线网客运量总

体较低，但受市民外出的影响，市区景

点、公园、购物商场附近的地铁站仍比

较拥挤，单个车站7天总客运量最高为

体育西路站185万人次，其次为公园前

站160万人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庞泽欣 通讯

员 鲁玥 靖如洁 黄镝）

节前春运看广

东，节后春运看湖南。 记者获悉，昨日，

湖南铁路客流持续保持高位，当天，湖

南省内各火车站发送旅客61万人次，

同比增加1.7%。

据悉，2月10日， 受冰冻恶劣天气

影响， 常德多处收费站实行只出不进

的交通管制， 大批高速滞留旅客涌向

常德火车站。 长沙车务段常德火车站

提前启动高峰客流应急预案。

当天， 常德火车站售票厅增开多

个人工售、 取票窗口， 及时补充验证

口、候车室、天桥、站台等安全关键点

人员，采取分车次候车、分批乘降的形

式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平稳。 当天中午

12点15分，由于高速封路影响，大批周

边县市乘坐K6581次去往广州方向的

旅客未能及时赶到常德站。 车站紧急

联系去往广州方向后续列车及到站，

分批次将旅客送上去往广州的火车。

据统计，常德火车站2月10日发送

旅客24252人， 同比增加1265人， 增幅

5.5%，创历史新高。

湖南常德火车站启动应急预案

7天假期地铁运客3038万人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庞泽欣 通讯

员 曾小贤 李佳 唐颖 ）

记者从广铁集

团了解到，2月11日广铁客流量持续上

升，当天共发送旅客180万人次，同比

增加20.8万人，增长13.1%。 12日，广铁

预计发送旅客178万人次。 增开旅客列

车347列，其中动车234列，普速113列，

主要是湖南去往广东、华东方向。

2月10日19点53分，G4938次列车

从长沙南站开出，预计4小时52分后到

达上海虹桥站。 这是2019年春运期间，

广铁集团开行的节后首趟夜间高铁。

据悉，2月10日至14日，2月20日至

23日，务工流、学生流和探亲流集中返

穗， 广铁还将继续开行112列夜间高

铁，主要开往广州、深圳、珠海等方向，

最大限度地满足返程客流需求。

节后春运， 新开通不久的怀衡铁

路为旅客返程带来了极大便利。 11日，

怀衡铁路发送旅客3.6万人， 其中怀化

南站、邵阳站客流猛增。 怀化南站当日

发送旅客2.6万人，同比增长80%；邵阳

站当日发送旅客2万人，同比增长35%。

今年春节假期，张家界、凤凰等旅

游热门地区客流量继续上升，“反向探

亲”趋势更加明显。 作为旅游高峰地区

的长沙地区、张家界地区、衡阳地区日

均到达旅客均超过6万人次；作为“反

向春运” 热门的广州地区和深圳地区

分别日均到达旅客39万和24万人次，

相较去年春节假期分别同比增长13.4%

和10.6%。

广铁将开行百余列夜间高铁

昨日广铁发送旅客180万人次，同比增长13.1%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

讯员 南航）

昨日， 是春节长假后的

第一个工作日。 记者获悉， 当天，

南航计划执行航班 2000 余班次， 运

送旅客约 35 万人次。

随着春节长假结束， 民航迎来

返程高峰。 海南作为春节长假期间

的热门市场也迎来了出港旅客出行

的高峰期。 从 2 月 8 日大年初四开

始， 海南出港旅客量呈明显上升趋

势， 出港航班的日均客座率保持在

95%以上。 2 月 9 日和 10 日， 南航在

海南的出港旅客均超过 1.8 万人次，

三亚飞往广州、 深圳、 北京、 重庆、

长沙、 武汉、 杭州以及海口飞往广

州、 上海、 武汉、 深圳等多条航线

接近满座。 据客流趋势来看， 2 月

11-20 日海南出岛航班仍会持续火

爆， 客源以假期来海南旅游的返程

游客为主。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即日起到

春运结束， 南航在三亚飞往武汉、长

沙、广州、北京、乌鲁木齐，海口飞往

北京、上海、沈阳、重庆、郑州、珠海，以

及博鳌飞往郑州、武汉、惠州航线上

增加航班，三亚-北京、三亚-乌鲁木

齐、海口-北京、海口-广州、海口-深

圳航线将改成宽体机执行。

南航在海南昨日运送旅客35万人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

员 机场宣罗志娟 冯雨佳 吴伟蓬 ）

2019春节黄金周落下了帷幕， 记者11

日获悉， 白云机场运行平稳有序、客

流增长明显，刷新了春节黄金周客流

总人数、航班起降总架次、单日接送

旅客人数、七天出港行李总量等多项

历史纪录， 实现了农历新年安全运

行、 优质服务保障开门红。 据悉，昨

日，白云机场客流仍高位运行，全天

计划出港航班690班、进港航班683班，

共计1373班。

据统计，春节黄金周假期

（

2

月

4

日至

10

日）

，白云机场共起降航班9184

架次，日均1312架次，与2018年春运同

比增长2.56%。接送旅客145万人次，日

均20.72万人次，与2018年春运同比增

长5.06%。航班起降架次和旅客量创历

年春节黄金周之最， 其中，2月10日是

运送旅客最多的一天，进出港旅客人

数近23万人次， 比去年单日客流最高

峰22.35万人次多出约6500人，创下单

日接送旅客人数历史新高。

同样“水涨船高”的还有出港行

李量，白云机场春节黄金周七天出港

行李达46.8万件，刷新历史纪录。

春节黄金周实现“开门红”，得益

于天气总体适航。 全国各地除个别地

区受雨雪影响外，今年春节期间因恶

劣天气影响而延误或取消航班的不

多。 加上今年白云机场大力响应打造

“高效春运、平安春运、智慧春运、温

馨春运”要求，加大航班协调指挥力

度，首次启用“缓压机位”预案克服高

峰期航班停靠繁忙等情况，实现春节

七天航班放行正常率90.15%。

白云机场黄金周客流超145万

航空

铁路

地铁

昨日，广州火车站返穗游客络绎不绝。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