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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

员 机场宣 ）

记者昨日获悉，春运前四

天（1 月 10 日 ~13 日），白云机场共接

送旅客超 85 万人次。预计节前高峰将

出现在 1 月 18 日~1 月 22 日， 针对即

将来临的客流高峰， 白云机场提醒旅

客：乘机出行须留意“三早”。

早出门，合理规划路线

据介绍，春运期间，白云机场日均

进出港旅客超过 21 万人次。由于大量

人集中出行，航班客座率高，改签不容

易，建议旅客务必提前到达机场，预留

宽裕时间办理乘机手续。

对于自驾车接驳乘机的旅客，建

议出行前规划好路线。 据交通部门预

测，机场高速白天时段偶会拥堵缓行，

主要路段为三元里立交—黄石段、黄

石—平沙立交段，最低时速在 30km/h

左右。 出行前可通过实时路况手机软

件，了解最新交通情况。

搭乘地铁前往机场的旅客， 需要

留意白云机场有两个航站楼， 地铁三

号线北延线“机场南” 对应一号航站

楼 （T1）， “机场北” 对应二号航站

楼 （T2）。 旅客出行前查询乘坐航空

公司所在的航站楼， 航空公司机票或

短讯中都有注明在 T1 还是 T2。

早值机，网上可提前选座

据了解， 旅客可以通过关注白云

机场官方微信服务号“白云机场”，在

“机场通”上办理值机；或者通过航空

公司官网、App、 微信公众号提前办理

网上值机，挑选心仪的座位，免去排队

时间。旅客也可以前往航站楼，在自助

值机设备上办理值机手续。

办理值机后， 无托运行李的旅客

可直接前往安检；如需要托运行李，两

楼均安排了行李补运柜台， 旅客也可

以使用自助行李托运设备进行托运。

早过检，留意违禁品乘机规定

由于高峰时段乘机旅客较多， 特

别是每天 6:00-9:30 出港早高峰， 建

议旅客办理值机托运后尽快通过安

检， 前往登机口候机。 为提高安检过

检的效率， 旅客可以先将身上的手

机、 钥匙、 钢笔、 硬币、 钱包、 香

烟、 雨伞、 水杯等物品提前取出； 随

身携带行李中的手提电脑、 iPad、 相

机等电子产品提前取出， 单独放入引

导筐内过检， 节省检查时间。 化妆品

等液态物品不能超过 100ML。 锂电

池、 充电宝等物品不可以托运， 作为

随身行李携带需按照相关额定能量的

要求。

“帅哥，请问 K841 在哪候车？ ”“师

傅，帮我看一下 Z64 在哪等车。 ”昨日，

记者来到广州火车站，穿上了志愿者的

马甲， 亲身体验了一把志愿者的工作。

刚一上岗，一群乘客便靠过来，七嘴八

舌地问了起来。 有志愿者告诉记者，像

这样的问题，一天起码要面对上百次。

“小伙子， 请问一下 K4128 在哪里

等车？ ”乘客老潘从外套衬里的口袋掏

出一张红色火车票，让记者帮忙看看在

哪里候车。 按照票面信息，老潘应该前

往五号候车室等待验票乘车，老潘却走

向一号候车室的方向。 记者给老潘指引

后，老潘道谢便去找五号候车室了。 原

本以为老潘的故事到此结束，但是过了

不久，老潘又折回来，重新找上了记者，

神情有些尴尬地说道：“实在看不懂这

个票什么意思， 不知道在哪里等车，要

不你带我去等车的地方。 ”

虽然列车 13 时才检票， 此时离开

车还有 2 个小时的空当。 有其他乘客劝

老潘：“急什么嘛，时间还没到。 ”但是老

潘马上就紧张起来，语气有点急，“耽误

不得，误了时间就赶不上车了！ ”原来老

潘虽然识字，却看不懂在哪里候车。 今

年是老潘第二年来广州打工，现在正准

备回襄阳老家过年。 进站后发现找不到

候车室，心里着急，怕赶不上车，但又不

好意思问人。 老潘说起老家，马上高兴

起来，“两个孩子今年都结婚了， 高兴，

要回家过年，看娃娃(孙子）！ ”

老潘的一大包行李主要就是一床

棉被。 虽是“卷铺盖走人”，但是老潘年

后还是要回广州打工。“带不上那么多

东西，过完年还是要回来广州的。 ”老潘

说，家里孩子结婚后，有自己的家庭要

照顾， 就没那么多精力照顾他这样的

“老家伙”了。“家里没老人了，我现在就

是老人。 趁现在干得动，打工赚点钱，要

养老嘛。 ”老潘说。

送老潘进了候车室， 记者猛然发

现，车站的候车大厅，大部分候车乘客

都是像老潘这样上了一定年纪的人，他

们有的神色匆匆，在各处向其他志愿者

小心询问着回家的方向。 春运有很多

面，有温馨，有感人，也有生活的不易和

真实。

信息时报记者 欧嘉福

新春走基层

志愿者体验手记

在春运中

看见真实的生活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

讯员 曾小贤 陈嘉娴）

春运进入第

五天，节前客流呈现高度集中、峰值

明显、成份叠加等特点。记者从广铁

集团获悉， 广铁昨日发送旅客 185

万人次，同比增加 2.2%。 继连续四

天冲破 185 万后， 今日广铁发送旅

客有望继续保持 185 万以上。 明天

加开列车 171 对， 主要是广东开往

湖南、湖北、川渝方向，其中动车 80

对，普速 91 对。

余票信息方面。 广东省始发列

车余票情况：广州南到上海、杭州、

武汉、成都、重庆、湛江、昆明、贵阳、

柳州、南宁的列车有少量余票，深圳

北到福州、厦门的列车有少量余票；

深圳到武汉、成都、重庆的普速列车

有少量余票；长沙南到南昌、湛江、

福州、厦门的列车有少量余票，佛山

西到湛江西的余票较多； 潮汕到梅

州、深圳、广州的列车余票较多。

信息时报讯（记者 刘俊）

日前，记

者从市春运办获悉，春运期间，广州火

车站广场推行全面升级母婴候车区、

增设特殊困难休息室等多项便民服务

措施。 在火车站广场“7、8 号候车棚”，

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为老幼病残

孕及母婴等旅客设立专用候乘区，候

车面积从往年的 400 平方米， 提升至

600 平方米， 座位数量同步提升了

50%，达 320 个。同时，警方将安排人员

在母婴候车棚提供医疗咨询服务。

在综合服务区、儿童活动区、母婴

哺乳区、用餐区的基础上，今年新增加

特殊困难休息室。休息室设床铺，提供

一次性床上用品套装， 专供身体不适

旅客休息使用。在人员方面，越秀警方

还将联系志愿者团队， 力求在火车站

内外打造一张无缝对接的便民服务

网。

春运期间， 越秀警方准备为旅客

提供开水约 600 桶， 一次性水杯约 3

万个、一次性雨衣约 10 万件，预备派

发热粥约 3 万碗、 宣传指引单约 5000

份，并提供一批婴儿尿片、婴儿奶粉、

米糊、儿童毛毯、药物、画笔、画纸，致

力在平安春运的安保基础上， 着力做

好便民服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俊 实习生

罗泳欣 ）

春运期间， 广州南汽车客

运站至增城 （荔城、 新塘） 高速直

达专线通宵为旅客服务。 记者获悉，

从 1 月 29 日 （初五） 晚至 2 月 8 日

6:00 时止， 广州南汽车客运站至增

城高速直达专线增开 22:30、 00:30、

3:30、 6:00 共 4 个夜间班次。 广州南

汽车客运站至增城日间班车时间为

8:30、 9:10、 9:40、 10:10、 10:40、 11:

10、 11:40、 12:10、 12:40、 13:10、

14:10、 14:50、 15:20、 15:50、 16:20、

16:50、 17:20、 17:50、 18:20、 18:50、

20:00。 日间和夜间班次全程高速直

达， 广大旅客可到广州南汽车客运

站售票窗口购票。

白云机场节前高峰预计周六开始

旅客乘机出行须“三早”

广州南汽车客运站至增城增加4个夜间班次

广铁集团明天加开列车171对

广州至上海重庆等地

尚有少量余票

广州火车站母婴候车区座位增至320个

在 广 州 火

车 站 母 婴 候 车

区内 ，家长和小

朋友正在玩耍。

信息时报记者

胡瀛斌 摄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俊 实习生

罗泳欣 通讯员 马世安 邝雅丽）

春运

坐新能源出租车， 安全舒适又环保！

昨日上午，300 辆新款纯电出租车从

广州公交集团白云（广交）公司鱼贯

而出，正式投入春运工作。

据介绍，新款出租车属于纯电式

的新能源车辆，续航能力更强，日常

使用每天只需充电一次，车厢内环境

更宽敞舒适。“的哥”巫师傅表示，驾

驶新款的纯电出租车，在广州市区内

充电也相当方便，基本上中途快充半

个多小时即可维持一天运营。

300辆新款纯电出租车投入春运

投入春运的新款纯电出租车。

信息时报记者 陈文杰 摄


