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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粤仁宣 ）

昨日上午， 载有 600 名云

南籍在粤务工贫困务工人员的免费返

乡专列 D3830 次列车在广州南站出

发。 今年是省人社厅开展免费高铁送

贫困务工人员返乡活动第 5 年， 共有

10 趟专列， 8300 名贫困务工人员将

免费乘车返乡返岗。 广东省就业服务

管理局负责人夏义兵介绍， 根据摸

查， 节后外来工返岗将达到九成， 在

农历年初十左右将迎来外来工返岗高

峰。

600多名贫困务工人员乘专列返乡

昨日这趟返乡高铁列车上的 600

名乘客全是云南籍在粤务工的贫困务

工人员， 车票均由省人社厅负责。 今

年是免费高铁送贫困务工人员返乡活

动开展第 5 年， 共有 10 趟专列，

8300 名贫困务工人员将免费乘车返乡

返岗， 其中省人社厅安排广西百色、

云南昆明、 四川广安等 5 趟节前返乡

和节后返岗专列， 直接惠及 4200 名

贫困务工人员。

省人社厅为务工人员送上的爱心

礼包也极具粤味。 “腊肠可以带回去

烧菜吃， 很实用。” 在 D3830 次开往

云南昆明的返乡专列上， 来广东 13

年的吕女士向南都记者展示了收到的

礼包， 内含广东经典利是糖、 雪饼、

腊肠， 还有特制的扑克牌， 牌面内容

是广东就业创业指南。

今年首次设立返岗专列

据广东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介

绍， 扶贫专列活动目的是通过帮助贫

困务工人员解决买票难、 回家难这个

小切口， 传递政府温暖， 示范带动更

多力量共同关心， 参与就业扶贫工

作， 鼓励和引导贫困务工人员来粤就

业、 安心工作、 融入发展。

广东一直以来都是外来务工人员

最多的省份， 也是吸纳贫困务工人员

就业最多的省份。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从去年 10 月份就开始谋划， 确

定往云南昆明、 广西百色安各排一趟

高铁专列， 免费送 1200 名贫困务工

人员顺利返乡过大年。 节前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的 2 趟专列分别在 1 月

13 和 14 日从广州南站发车。 新浪广

东、 珠海驻怒江扶贫工作组、 深圳福

彩、 深圳晚报等返乡专列将在 1 月 15

日起陆续从广州南站、 珠海站、 深圳

站等地发出。 同时， 节后还将联合广

西、 云南、 四川人社部门共同开行入

粤返岗专列。 据夏义兵介绍， 此次共

开了 10 趟专列， 节前和节后各 5 趟，

免费返乡返岗的务工人员达 8300 多

名。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是首次设立

返岗专列。

夏义兵介绍， 目前珠三角劳动密

集型企业的用工量仍然比较大， 节后

省人社还将大规模开展各类招聘会，

组织义工对接， 并对务工人员进行就

业政策指导。 “初步预计， 节后服务

业和制造业返岗率可达到九成， 农历

年初十将会迎来返岗高峰。”

绿色的马甲、热情的笑脸 、温馨的

话语 、体贴的服务 ，在白云机场航站楼

各处，穿梭着一抹抹靓丽的绿———这是

白云机场志愿服务队队员的身影 。

13

日 ，记者首次加入其中 ，以一名志愿者

的身份走进春运、体验春运。

在确定要担任白云机场的体验志

愿者后，记者第一时间收到了志愿服务

队发来的《

T2

志愿者基础知识宝典》《白

云机场志愿者岗前指南》 等指引，

T2

办

理哪些国内、国际航班？ 警务室地点在

哪？

T2

免费转乘

T1

有几种方式？ ……记

者利用周末时间，好好做了“功课”。

昨日上午

9

时

30

分许， 记者准时来

到白云机场

T2

航站楼。 自助值机、自助

行李托运 、“二维码过检 ”“易安检 ”通

道、“一证通关”“刷脸”登机等多种科技

手融入白云机场的方方面面，让机场变

得越来越“聪明”。 自助值机，是旅客进

入白云机场后遇到的第一个办理环节，

十分重要。 稍微准备以后，记者在

T2

航

站楼

H

区自助值机区“上岗”，开始为各

位旅客提供指引。

怎么打印登机牌？ 行李要托运，怎

么办理？ 怎么选座位？ 儿童的登机牌怎

么办理……记者发现，前来办理自助值

机的旅客中，有近一半旅客是第一次接

触、使用自助值机 ，办理过程中小问题

层出不穷 ， 不少旅客都需要指引和协

助。

在志愿者的指引下，不少旅客体验

了自助托运设备整个流程 ， 从放身份

证、打印行李牌，到放行李上通道，完成

托运，“其实并不复杂， 自己试一次，也

就都会了 ，自助设备不用排队 ，白云机

场真是方便！ ”旅客王先生称赞说。

记者发现，白云机场志愿服务队的

服务非常细致、人性化。 比如，发现有带

着老人 、婴儿出行的旅客 ，会主动上前

发送“爱心贴 ”，告知对方 ，可享有机场

特有的优待， 如绿色通道优先安检、免

费电瓶车送达登机口等；在得知有旅客

走错航站楼，需转场时 ，第一时间给予

正确指引等。

上岗

3

个多小时，平均每

3

分钟服务

一名旅客，基本没有休息的时间 ，这一

趟志愿体验下来， 记者最大的感受是：

真累！ 但看着旅客们一个个带着大包小

包， 带着开心地笑奔向归家的旅途，记

者内心也由衷地高兴。 愿每一位旅客能

如愿踏上旅程 ，平平安安回家 ，高高兴

兴团聚。 信息时报记者 成小珍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

员 曾小贤 黄洁彬）

“这是我第一次从

梅州坐高铁回家。 ”昨日，在梅州西站，

旅客孙小姐正准备乘坐高铁回潮汕老

家过年。“坐高铁回家更快，不用担心

塞车。我去年 9 月来梅州工作，正好赶

上了梅汕铁路开通的好时机。 ”

梅汕铁路 2019 年通车后迎来首

个春运。作为梅汕铁路的枢纽车站，梅

州西站内人头攒动， 不少旅客携带大

件行李匆匆进站，归心似箭，车站 6 条

自助验证通道和 2 条人工验证通道都

排满了长队。

“以前春节我都是坐大巴回揭阳

过年，平日里回家大概需要 2 个小时，

节假日塞车或许要耗上三五个小时。 ”

在揭阳市榕城区鱼湖镇工作的宋先生

告诉记者，随着梅汕铁路的开通，今年

春运他终于可以坐上高铁回家，“坐高

铁方便舒服， 从梅州西站上车后回家

只需 30 分钟！ ”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春运，广铁集

团全面实施“U 彩服务”，优化候车区

服务功能设置， 将重点旅客服务、问

询、 遗失物品等服务功能全部整合至

广铁 U 彩爱心服务咨询台，为旅客提

供最优质的出行体验。 记者在 U 彩服

务台偶遇一群嘉应学院学生， 他们本

来买好了当天中午开往潮汕的车票，

但是由于迟到误车，需要改签车票。经

过 U 彩服务台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他

们及时改签了车票。

梅汕铁路开通后， 从梅州到广州

从过去的 6 小时左右到现在不到 3 个

半小时， 沿途旅客春运回家将更快更

方便。2020 年春运期间，梅汕铁路预计

到发旅客 25 万人次。 预计日均发送旅

客 6000 人，节后最高峰单日预计发送

1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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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子垤 通讯

员 于流洋

) 记者近日从广铁集团了解

到，今年春运，广铁发送学生客流预计

将达到250万人次。 为方便春运期间学

生出行，广铁集团出台多项措施，帮助

百万学子顺利回家。

春运前夕， 广铁集团以学生购票

需求为出发点， 及时调整运力和车票

预售期， 提前预留普速列车硬座和动

车组列车二等座车票供学生出行使

用，全力满足学生旅客春运出行需求。

近几年，学生购票已由学校统一订

票逐渐转变为个人网上订票为主。为方

便学生就近购取车票，广铁集团今年春

运在部分院校开设临时学生售取票窗

口， 在粤湘两省3所院校安置了自动取

票机5台， 同时在相关车站增设学生售

票专窗，减少学生排队时间，最大程度

方便广大学生旅客就近购取车票。

今年春运，广铁集团所有高铁、城

际线路实施电子客票， 学生旅客也可

以畅享“一证在手，往返无忧”。 特别需

要提醒的是， 购买车票为电子客票的

学生旅客， 乘车前请务必本人携带相

关证件到车站相关窗口办理优惠资质

采集， 已采集优惠资质的学生旅客须

在互联网

（手机 ）

在线完成资质核验，

才能持身份证在实行电子客票的车站

自助检票乘车， 享受方便快捷的电子

客票服务。

贫困务工人员免费返乡专列出发

今年还首次设立返岗专列， 预计九成外来工年后返粤

新春走基层

志愿者体验手记

广铁助百万学子平安回家

购买车票为电子客票的学生，须本人带证件到车站窗口办理优惠资质采集

梅汕铁路春运“首秀”，预计发送旅客 25万人次

返乡客高兴坏了：梅州回揭阳仅30分钟

“真累，但心里高兴”

省 人 社 厅

为返乡的务工

人员送上慰问

品。

信息时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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